
证券代码：

600148

证券简称：长春一东 公告编号：

2019-030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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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春市高新区超然街2555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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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27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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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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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孟庆洪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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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董事于中赤、王文权、姜涛、白光申、付于武、张金山、于雷均因会议

冲突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张文涛因事未能出席，监事姜志刚因会议冲突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会议，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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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59,050 99.9847 11,800 0.0153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冯继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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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59,050 99.9847 11,800 0.0153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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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15,900 57.4007 11,800 42.5993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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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佳月、郝志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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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4日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

中证金牛为代销机构暨参加中证金牛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证金牛” ）签署的销售服务代理协议，中证金牛拟自2019年11月18日起办理本公司旗下如

下表所列部分基金的销售业务，最终上线时间以代销机构为准：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3190 创金合信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2 003191 创金合信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3 005567 创金合信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4 005568 创金合信MSCI中国A股国际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5 005968 创金合信工业周期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6 005969 创金合信工业周期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7 004112 创金合信国企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005563 创金合信国证1000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9 005564 创金合信国证1000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10 005565 创金合信国证2000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11 005566 创金合信国证2000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12 005414 创金合信国证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13 005415 创金合信国证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14 006076 创金合信恒利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15 006077 创金合信恒利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16 006874 创金合信恒兴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17 006875 创金合信恒兴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18 001662 创金合信沪港深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2310 创金合信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20 002315 创金合信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21 001909 创金合信货币市场基金A

22 002463 创金合信价值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23 005404 创金合信价值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24 003232 创金合信金融地产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25 003233 创金合信金融地产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26 001199 创金合信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27 001200 创金合信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28 005495 创金合信科技成长主题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29 005496 创金合信科技成长主题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30 002210 创金合信量化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31 003865 创金合信量化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32 003241 创金合信量化发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33 003242 创金合信量化发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34 004359 创金合信量化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35 004360 创金合信量化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36 005927 创金合信新能源汽车主题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37 005928 创金合信新能源汽车主题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38 006824 创金合信鑫日享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39 006825 创金合信鑫日享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40 007828 创金合信信用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41 007829 创金合信信用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42 003230 创金合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43 003231 创金合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44 005076 创金合信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003646 创金合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46 003647 创金合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47 002311 创金合信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48 002316 创金合信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49 005561 创金合信中证红利低波动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50 005562 创金合信中证红利低波动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51 002101 创金合信转债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52 002102 创金合信转债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53 003624 创金合信资源主题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54 003625 创金合信资源主题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投资者可在中证金牛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等业务。

同时，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答谢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向广大投资者提

供更好的服务，经本公司与中证金牛协商一致，决定自2019年11月18日起，上述基金参加中证金牛费

率优惠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1、活动时间

费率优惠活动自2019年11月18日起开展，暂不设截止日期。 若有变动，以中证金牛相关公告为准。

2、活动内容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中证金牛网上交易平台办理上述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享有

1折优惠；原申购费率适用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参见其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3、重要提示

（1）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则以中证金牛相关公告为准。投资者通过中证金牛办理上述业务

的，需遵循其相关规定。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手续费，不

包括基金赎回、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中证金牛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

（一）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A座5层

客服电话：4008-909-998

官方网站：www.jnlc.com

（二）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15层

客服电话：400-868-0666

官方网站：www.cjhx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前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

2019-030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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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萝岗区）云埔一路一号之二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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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6,47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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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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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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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董事林瑞荣、江胜宗、林仁宗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姚小义因身体不

适请假；独立董事阮吕艳、马卓檀、董事林材波、李金发、刘焕章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本次现场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叶文钦出席会议；龚冠华、吴最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本次现场

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义华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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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403,731 99.9711 74,100 0.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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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1,096,731 93.6711 74,100 6.3289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益群、高毛英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程序和结果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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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

2019-092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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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

的提示性公告》，持股 5%以上股东王泽龙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

易日后的 6�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93,897,636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4.62%）。

2019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王泽龙先生出具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

知书》，截至2019年11月13日，王泽龙先生披露的前述股份减持计划数量已过半，依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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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现将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王泽龙

集中竞价

2019.10.21 11.957 658,200 0.0324

2019.10.22 11.913 335,054 0.0165

2019.10.23 11.985 270,800 0.0133

2019.10.24 11.888 150,000 0.0074

2019.10.28 11.885 1,471,250 0.0724

2019.10.29 12.070 815,767 0.0401

2019.10.31 12.192 3,244,400 0.1597

2019.11.1 12.411 5,042,654 0.2482

2019.11.4 12.550 4,086,143 0.2011

2019.11.5 12.463 1,076,568 0.0530

2019.11.6 12.610 1,470,992 0.0724

2019.11.7 12.616 1,328,580 0.0654

2019.11.8 12.690 49,900 0.0025

2019.11.11 12.435 144,900 0.0071

2019.11.12 12.236 175,000 0.0086

大宗交易 2019.11.13 11.500 40,600,000 1.9980

合计 60,920,208 2.9980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王泽龙

合计持有股份 187,795,275 9.2418 126,875,067 6.243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7,795,275 9.2418 126,875,067 6.243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三、其他事项说明

1、王泽龙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日，王泽龙先生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差异，减持计划尚未实

施完毕。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产生

影响。

4、公司将继续关注王泽龙先生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备查文件

王泽龙先生《非公开发行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书》。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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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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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新路99号上海丽昂豪生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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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3,09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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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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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树逊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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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4人，董事马成、高国武、王蕾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总经理杨明、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朱音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部分董事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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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979,823 99.9643 115,302 0.0357 0 0.0000

1.02议案名称：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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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979,823 99.9643 115,302 0.0357 0 0.0000

1.03议案名称：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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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093,823 99.9996 1,302 0.0004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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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杨明 31,905,430 99.6399 115,302 0.3601 0 0.0000

1.02 陈怡 31,905,430 99.6399 115,302 0.3601 0 0.0000

1.03 宋航 32,019,430 99.9959 1,302 0.004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交易议案，不存在需要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1。

3、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欧龙、潘金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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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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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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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一、管理人申请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绒业”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于2019

年11月13日召开。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税款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 出资人组也表决通过了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详见管理人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宁夏中银绒业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21）、《宁夏中

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管理人于2019年11月13日向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银川中院” ）提交了《关于提请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申

请》，银川中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了（2019）宁01破6-2号《民事裁定书》。

二、《民事裁定书》内容

银川中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的（2019）宁01破6-2号《民事裁定书》，内容如下：

2019年11月13日，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以重整计划草案已经债权

人会议通过等为由，请求本院批准重整计划（附后）。

本院查明，2019年11月13日，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绒业” ）召开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分别对《中银绒业重整计划（草案）》、《中银绒业重整计划（草案）》之《出

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分组表决。现有财产担保债权组、税款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均已表决通过《中

银绒业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已表决通过《中银绒业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

本院认为：《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已经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各债

权组表决通过，《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已经宁夏

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组表决通过，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上述裁定的附件《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已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披露。

三、银川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影响

（一）执行重整计划

银川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中银绒业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中银绒业负责执行重整计划，管

理人负责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根据中银绒业重整计划的债权分类、调整及清偿方案，出资人权益调整及经营方案，中银绒业清偿

债务等执行重整计划的行为将对公司2019年度的净资产产生一定影响，具体数据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数据为准。

（二）信息披露义务

银川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中银绒业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由管理人变更

为中银绒业董事会。

四、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目前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且公司2018年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如果公司2019年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仍为负值，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11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14.1.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2、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1）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2020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或者公司财务会计报

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0年年度报

告，根据《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一）至第（五）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法院已裁定公司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相关规定，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法院宣告

破产清算。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股

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如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避免连续亏损，但公

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暂停上市或者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密切关注并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

展。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备查文件：银川中院(2019)宁01破6-2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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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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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整进展

2019年7月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银川中院” ）作出（2018）宁01

破申29号《民事裁定书》及（2019）宁01破6-1号《决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上海雍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对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绒业”或“公司” ）的重整申请，《决定书》指定由

银川市人民政府推荐的有关部门、机构人员组成清算组担任中银绒业管理人。 （详见中银绒业于2019

年7月11日发布的《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公告》,� � � �公告编号：2019-69）。

管理人于2019年11月13日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出资人组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重整计划

（草案）》、《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银川中院于同日作出（2019）

宁01破6-2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程序。上述会议召开情况详见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管理人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公

告》（ 公告编号2019-120）、《管理人关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121）、《管理人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122）以及《重整计划

（草案）》、《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出资人组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上述方案，公司拟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为了分

红而单纯增发股票的行为，且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不向原股东分配，由管理人进行处置以及向

债权人分配抵偿债务，因此对于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不再对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

二、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目前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且公司2018年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如果公司2019年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仍为负值，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11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14.1.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2、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1）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2020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或者公司财务会计报

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0年年度报

告，根据《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一）至第（五）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法院已裁定公司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相关规定，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法院宣告

破产清算。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股

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如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避免连续亏损，但公

司股票交易仍需符合后续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暂停上市或者终止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密切关注并及

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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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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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文化中心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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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3,02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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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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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长黄欣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现

场会议，经由过半数董事推荐，现场会议由独立董事曹越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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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1人，黄欣、张强、李战、刘建国、高滨、刘洪川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易兰锴出席了会议；财务总监钟秋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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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008,211 99.9970 20,400 0.003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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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008,211 99.9970 20,400 0.003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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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008,211 99.9970 20,400 0.003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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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9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3,451,210 99.4124 20,400 0.587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会议决议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2019

年10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议案2、3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烨、唐萌慧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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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9-080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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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注销原因： 因公司首期和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不符合解

锁条件，经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5,635,941 5,635,941 2019年11月19日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 2017年7月1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百一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2017年第三批次解锁的议

案》。涉及本次回购的激励对象9名，限制性股票数量275,341股，回购价格1.27857元/股，回购总价352,

042.88元。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2017年7月18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一百一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 2018年11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股票回购的议案》。 2018年12月3日，上

述回购方案经过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涉及本次回购的激励对象4名，限制性股票

数量840,000股，回购价格3.47571元/股，回购总价2,919,600.00元。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2018年11月

17日发布的《关于回购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股票的公告》、2018年12月4日发布的《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 � 2019年1月15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股票回购的议案》。 2019年5月7日，上述

回购方案经过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涉及本次回购的激励对象48名，限制性股票数量4,

520,600股，回购价格3.47571元/股，回购总价15,712,314.00元。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2019年1月16日

发布的《关于回购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股票的公告》、2019年5月8日发布的《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回购上述限制性股票已按规定发布了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具体内容请参见

公司2018年1月9日发布的《关于回购注销公司首期全部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2019年1月10日发布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

公告》及2019年5月8日发布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

公告》。 在前述公告约定的申报时间内，无债权人申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因公司首期A股限制性股票和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不符合解锁条

件，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百一十四次会议、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分

别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 依据具体如下：

1.�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生激励对象

不符合解锁条件情形的，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予以回购并注销。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发生激励

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情形的，不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方案，并依法将回购股份方

案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价格及回购款项的说明

根据2018年7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和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调整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导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相应调整，其中：（1）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授予价格由3.58

元/股调整为2.55714元/股，回购价格由1.79元/股调整为1.27857元/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的50%）；

（2）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授予价格即回购价格由4.866元/股调整为3.47571元/股。

上述调整后，公司首期和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如发生回购事项的，公司根据调整后的股票数

量和价格计算的应当向相应激励对象支付的回购总价与调整前一致， 回购总价不因股票数量调整和价

格调整而发生变化。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回购款项合计人民币18,

983,956.88元。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公司首期A股限制性股票和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共

计60人（包括1人同时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首期A股限制性股票和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合计拟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5,635,941股。其中，回购首期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5,341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5,360,6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待回购的限制股票数量合计2,048,667股。其中，待回购的

首期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98,667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50,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

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834,554,667股。

（四）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预计上述限制性股票于2019年11月19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将减少注册资本暨股本5,635,941元（股），减少后的注册资本暨股本

为41,975,629,711元（股）。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本次注销股份 股份数 比例

（股） （%） （股） （股） （%）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840,190,608 2.00% -5,635,941 834,554,667 1.99%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41,141,075,044 98.00% 0 41,141,075,044 98.01%

股份合计 41,981,265,652 100.00% -5,635,941 41,975,629,711 100.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

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

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首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关于印发〈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通知》、《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

有关问题的通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3号》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

计划（修订草案）》的有关规定；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回购注

销安排符合《关于印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通知》、《关于规范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并依法履行相应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68

证券简称：中航飞机 公告编号：

2019-064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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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20；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3日下午15:00至2019年11月1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西飞宾馆第六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总经理吴志鹏先生

公司董事长何胜强先生因公出差，经与会董事一致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吴志鹏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

（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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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1人，代表股份1,389,867,8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2003%。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372,500,4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5730%；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17,367,4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27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3人，代表股份19,875,2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179%。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507,8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9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

人，代表股份17,367,4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273%。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77,682,9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33%；反对12,

184,89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67%；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90,33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931%；反对12,184,89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069%；弃权0

股。

（二）批准《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57,2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4%；反对18,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57,2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4%；反对1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0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

责任公司、李广兴、王广亚、吴继文进行了回避，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1,369,992,647股股份未

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批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57,2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4%；反对18,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57,2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4%；反对1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0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

责任公司、李广兴、王广亚、吴继文进行了回避，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1,369,992,647股股份未

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四）批准《关于续签〈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57,2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4%；反对18,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57,2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4%；反对1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0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

责任公司、李广兴、王广亚、吴继文进行了回避，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1,369,992,647股股份未

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五）批准《关于预计2020年度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业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2,194,14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535%；反对7,681,

0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65%；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194,14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535%；反对7,681,07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65%；弃权0

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

责任公司、李广兴、王广亚、吴继文进行了回避，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1,369,992,647股股份未

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郭斌、晏国哲

（三）律师意见：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主持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一）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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