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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药品再注册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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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获悉，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白云山星群（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星群药业” ）于2019年11月27日收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夏桑菊颗粒、

复方愈创木酚磺酸钾口服溶液等23个药品的《药品再注册批件》。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基本情况

序

号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分类 药品标准

药品有

效期

受理号 批件号

药品批准文

号有效日期

1

复方愈创

木酚磺酸

钾口服溶

液

口服溶液剂 复方

国 药 准 字

H44024497

化学药品

化学药品地方标

准上升国家标准

第 十 二 册

WS-10001-

(HD-1100)-2002

24个月 CYHZ1902477粤 2019R001723 2024-11-12

2

复方甘草

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复方

国 药 准 字

H44023170

化学药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2481粤 2019R001735 2024-11-12

3

复方银耳

鱼肝油

溶液剂

每1g含维生

素A100单位

与 维 生 素

D10单位

国 药 准 字

H44024973

化学药品

化学药品地方标

准上升国家标准

第 十 二 册

WS-10001-

(HD-1099)-2002

24个月 CYHZ1902484粤 2019R001715 2024-11-12

4

阿法骨化

醇软胶囊

胶囊剂 0.5μg

国 药 准 字

H20051861

化学药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2700粤 2019R001711 2024-11-12

5

夏桑菊颗

粒

颗粒剂 每袋装3g

国 药 准 字

Z20027429

中药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国家药

品 标 准

WS-11386

(ZD-1386)

-2002-2012Z

36个月 CYZZ1901999粤 2019R001734 2024-11-12

6

咳痰清糖

浆

糖浆剂

每 瓶 装

100ml

国 药 准 字

Z20026432

中药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国家药

品 标 准

WS-10981

(ZD-0981)

-2002-2012Z

24个月 CYZZ1902004粤 2019R001713 2024-11-12

7

感冒软胶

囊

胶囊剂 （软

胶囊）

每 粒 装

0.425g(相当

于 总 药 材

1.8g)

国 药 准 字

Z44021952

中药

部颁标准中药成

方 制 剂 第 六 册

WS3-B-1256-92

24个月 CYZZ1902734粤 2019R001737 2024-11-12

8

盐酸雷尼

替丁胶囊

胶囊剂

0.15g ( 按

C13H22N4

O3S计）

国 药 准 字

H44023179

化学药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24个月 CYHZ1903738粤 2019R001740 2024-11-12

9

吡拉西坦

胶囊

胶囊剂 0.2g

国 药 准 字

H44024496

化学药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暂定24

个月

CYHZ1903736粤 2019R001743 2024-11-12

10

康尔心胶

囊

胶囊剂 每粒装0.4g

国 药 准 字

Z44021953

中药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18个月 CYZZ1902737粤 2019R001741 2024-11-12

11

复方咖磷

颗粒

颗粒剂 3g

国 药 准 字

H44024811

化学药品

化学药品地方标

准上升国家标准

第 七 册

WS-10001-

(HD-0632)-2002

暂定24

个月

CYHZ1903730粤 2019R001720 2024-11-12

12

枇杷止咳

颗粒

颗粒剂 每袋装3g

国 药 准 字

Z44022222

中药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36个月 CYZZ1902730粤 2019R001729 2024-11-12

13

金菊五花

茶颗粒

颗粒剂 每袋装10g

国 药 准 字

Z44022250

中药

部颁标准中药成

方 制 剂 第 十 册

WS3-B-1962-95

30个月 CYZZ1902729粤 2019R001728 2024-11-12

14

橘红痰咳

颗粒

颗粒剂 每袋装10g

国 药 准 字

Z44022265

中药

部颁标准中药成

方制剂第十四册

WS3-B-2819-97

24个月 CYZZ1902732粤 2019R001732 2024-11-12

15

消炎退热

颗粒

颗粒剂

每 袋 重 10g

(相当于总药

材10g)

国 药 准 字

Z44022218

中药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24个月 CYZZ1902733粤 2019R001717 2024-11-12

16 远志酊 酊剂

每 瓶 装

500ml

国 药 准 字

Z44022264

中药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36个月 CYZZ1902738粤 2019R001709 2024-11-12

17 益坤宁酊 酊剂

每 瓶 装

100ml

国 药 准 字

Z44022260

中药

部颁标准中药成

方制剂第十三册

WS3-B-2604-97

36个月 CYZZ1902740粤 2019R001726 2024-11-12

18 单糖浆 糖浆剂 500ml

国 药 准 字

H44023169

化学药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

36个月 CYZZ1903735粤 2019R001731 2024-11-12

19 远志糖浆 糖浆剂

每 瓶 装

500ml

国 药 准 字

Z44022263

中药

部颁标准中药成

方制剂第十一册

WS3-B-2140-96

36个月 CYZZ1902739粤 2019R001722 2024-11-12

20

复方桔梗

麻黄碱糖

浆

糖浆剂 复方

国 药 准 字

H44024763

化学药品

化学药品地方标

准上升国家标准

第 七 册

WS-10001-

(HD-0639)-2002

暂定24

个月

CYHZ1903732粤 2019R001721 2024-11-12

21

健儿消食

口服液

合剂 每支装10ml

国 药 准 字

Z44022248

中药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24个月 CYZZ1902736粤 2019R001716 2024-11-12

22

小儿咳喘

灵口服液

合剂 每支装10ml

国 药 准 字

Z44022257

中药

部颁标准中药成

方 制 剂 第 四 册

WS3-B-0689-91

24个月 CYZZ1902741粤 2019R001724 2024-11-12

23

小儿清热

止咳口服

液

合剂 每支装10ml

国 药 准 字

Z44022258

中药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18个月 CYZZ1902731粤 2019R001739 2024-11-12

二、 药品其他情况

序号 药品名称

是否是独家

产品

是否

生产

2018年销售额（人

民币万元）

其他主要生产企业2018年国内城市零售

药店销售额

主治功能

1

复方愈创木酚磺酸钾

口服溶液

否 是 847.23

共有75个药品批文， 其中广东南国药业

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75万元。

用于感冒及过敏性支气管炎引起的咳

嗽、多痰。

2 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否 是 338.84

共有34个药品批文

/

用于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和感冒时

所产生的咳嗽及咳痰不爽。

3 复方银耳鱼肝油 否 否 0

共有3个药品批文，其中国药控股星鲨制

药(厦门)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14万

元。

用于维生素A、D缺乏症的防治。

4 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否 是 2,567.57

共有10个药品批文，其中正大制药(青岛 )

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5,052万元。

用于：1.佝偻病和软骨病。2.肾性骨病。3.

骨质疏松症。 4.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

5 夏桑菊颗粒 否 是 15,396.55

共有 106�个药品批文， 其中广西维威制

药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4,077�万

元。

清肝明目，疏风散热，除湿痹，解疮毒。

用于风热感冒，目赤头痛，头晕耳鸣，咽

喉肿痛，疔疮肿毒等症，并可作清凉饮

料。

6 咳痰清糖浆 是 否 0 /

化痰止咳。用于急性支气管炎属痰浊壅

肺之咳嗽、咯痰。

7 感冒软胶囊 否 否 0

共有16个药品批文， 其中洛阳君山制药

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2,651万元。

散风解热。用于外感风寒引起的头痛发

热，鼻塞流涕，恶寒无汗，骨节酸痛，咽

喉肿痛。

8 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否 否 0

共有427个药品批文

/

?用于缓解胃酸过多所致的胃痛、胃灼

热感（烧心）、反酸。

9 吡拉西坦胶囊 否 否 0

共有143个药品批文，其中陕西白鹿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5万元。

适用于急、慢性脑血管疾病、脑外伤、各

种中毒性脑病等多种原因所致的记忆

减退及轻、中度脑功能障碍。 也可用于

儿童智能发育迟缓。

10 康尔心胶囊 否 否 0

共有64个药品批文， 其中太极集团重庆

中药二厂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387

万元。

益气养阴，活血止痛。用于气阴两虚、瘀

血阻络所致的胸痹， 症见胸闷心痛、心

悸气短、腰膝酸软、耳鸣眩晕；冠心病心

绞痛见上述证候者。

11 复方咖磷颗粒 否 否 0

共有11个药品批文

/

用于传出神经功能紊乱引起的头晕目

眩、精神疲倦、神经衰弱等。

12 枇杷止咳颗粒 否 是 32.03

共有67个药品批文， 其中贵州神奇药业

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1,032万元。

止嗽化痰。用于咳嗽，及支气管炎咳嗽。

13 金菊五花茶颗粒 否 否 0

共有14个药品批文， 其中广州莱泰制药

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673万元。

清热利湿，凉血解毒，清肝明目。用于大

肠湿热所致的泄泻、 痔血以及肝热目

赤，风热咽痛，口舌溃烂。

14 橘红痰咳颗粒 否 是 37.30

共有14个药品批文， 其中广西维威制药

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2,221万元。

理气祛痰，润肺止咳。用于感冒、咽喉炎

引起的痰多咳嗽，气喘。

15 消炎退热颗粒 否 是 0

共有51个药品批文， 其中云南白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264万元。

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用于外感热病、热

毒壅盛症，症见发热头痛、口干口渴、咽

喉肿痛； 上呼吸道感染见上述证候者，

亦用于疮疖肿痛。

16 远志酊 否 否 0

共有5个药品批文

/

祛痰药。 用于咳痰不爽。

17 益坤宁酊 是 否 0 /

补气养血，调经止痛。 用于妇女血虚气

滞，月经不调，经前、经后腹痛腰痛，妇

女更年期综合症等。

18 单糖浆 否 否 0

共有3个药品批文

/

—

19 远志糖浆 否 否 0

共有8个药品批文，其中陕西步长制药有

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11万元。

祛痰药。 用于咳痰不爽。

20 复方桔梗麻黄碱糖浆 否 否 0

共有29个药品批文， 其中贵州百灵企业

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17万元。

用于咳嗽、多痰。

21 健儿消食口服液 否 否 0

共有60个药品批文， 其中贵州百灵企业

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

17万元。

健脾益胃，理气消食。 用于小儿饮食不

节损伤脾胃引起的纳呆食少， 脘胀腹

满，手足心热，自汗乏力，大便不调，以

至厌食、恶食。

22 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否 否 0

共有85个药品批文， 其中葵花药业集团

重庆小葵花儿童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额为

人民币3,664万元。

宣肺、清热，止咳、祛痰。 用于上呼吸道

感染引起的咳嗽。

23 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否 否 0

共有39个药品批文，其中华润三九(临清 )

药业有限公司销售额为人民币1,444万

元。

清热宣肺，平喘，利咽。用于小儿外感风

热所致的感冒，症见发热恶寒、咳嗽痰

黄、气促喘息、口干音哑、咽喉肿痛。

注：对于表中“其他主要生产企业2018年国内城市零售药店销售额” ，（1）批准文号数量来源于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2）表中数据均来源于米内网，“/” 表示公司无法从公开信息查询到2018年该

药品的销售额或为星群药业独家品种；（3）单糖浆为药用辅料，无功能主治。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

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 招商证券 编号：

2019－11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次级债

券（第一期）兑付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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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7年11月24日至2017年11月27日成功发行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次级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次级债券” ）。

本期次级债券债券简称“17招商C1” ，债券代码145899，债券规模为人民币22亿元，票面利率为

5.45%，期限为2年。

本公司已于2019年11月27日完成本期债券兑付工作。 兑付本金总额为22亿元， 兑付利息总额为

1.199亿元。 自2019年11月27日起，本期次级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摘牌。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公告编号：

2019-11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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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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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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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5日10点

召开地点：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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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5日

至2020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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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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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及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3 关于选举高宏先生为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1、3发表了独立意

见。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下简称“上交

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2019年10月15日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 http://www.hkexnews.hk（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上发布的

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将与本公告同期登载于上交所网站和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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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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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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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999 招商证券 2020/1/8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及公司网站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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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别及出席股东大会的登记方式

1、内资股股东

（1）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直接到公司进行股权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信函方式办理登记。

（2）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登记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股票帐户卡、受托人身份证。

（3）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自然人股股东办理登记时，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股票账户

卡、本人身份证；受托人须提供下列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

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机构的，还

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5）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参加本次会议的必备条件。

（6）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应于2019年12月26日或该日之前，填写书面回复（详见

附件2）并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以供本公司评估是否需要再次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2、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H�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及公司网站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登记时间

2020年1月9日、1月10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

（三）登记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邮编：518046）。

六、

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联系人：尚哲、张晓凌、孙亚

联系电话：0755-83081596、83081032、83081580

传真号码：0755-82944669

电子邮箱：IR@cmschina.com.cn

（二）本次会议费用自理。

（三）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并在参会时携带授权书原件以及其他参会登

记文件，转交会务人员。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A股股东出席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1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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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 关于选举高宏先生为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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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A股股东出席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东出席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股东姓名/单位名称：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持有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A股股份

本人/本公司/本单位将出席/委托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代表本人/本公司/本单位出席2020年1月

15日召开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参加表决，特

此告知。

电话：传真：

签署：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请股东于2019年12月26日或之前填写本回复并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递交予本公司。 未签署及交回本

回复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凭本次会议通知中所要求的全部登记文件仍可出席本次会议。

证券代码：

000539

、

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

A

、粤电力

B

公告编号：

2019-58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六次通讯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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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六次通讯会议于2019年11月18日以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董事会召开时间：2019年11月28日

召开地点：广州市

召开方式：通讯表决

3、董事会出席情况

会议应到董事15名（其中独立董事5名），实到董事15名（其中独立董事5名），全体董事以通讯表决

方式出席会议。

4、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唐永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唐永光先生简历如

下：

唐永光先生，1962年12月出生。重庆大学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曾任黄埔发电厂锅炉技术员，广东省电力工业局生技处高级工程师，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生

技安监部安监分部经理，韶关发电厂党委委员、副厂长，沙角C电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广东省粤电集团有

限公司生技安监部副部长，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监察及生产技术部副部长。

唐永光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唐永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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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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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启动湛江新寮海上风电项目投资建设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能源结构，提升清洁能源占比，董事会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粤电曲界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曲界风电公司” ）作为投资主体，投资建设及运营湛江新寮海上风电项目。 项目装机

规模为203.5MW，动态总投资369,888万元，其中资本金73,977.6万元，占项目动态总投资的20%。 项目

所需资本金根据项目实际建设进展和资金需求情况，由公司向曲界风电公司分批增资解决。（详情请见本

公司今日公告：2019-59）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深圳光明厂址替代电源项目公司及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议案》

为保证沙角电厂到期关停退役后替代容量的落地实施和快速推进，董事会同意由公司全资组建深圳

光明厂址替代电源项目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项目公司” ），按照2台H级（660-800MW）燃气机组规模

开展项目核准前期工作，前期工作总费用按1200万元控制。项目公司注册地为深圳市光明区，首期注册资

本金为2000万元。

光明厂址替代电源项目是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印发推进沙角电厂退役及替代电源建设工作方案的

函》（粤发改能源函〔2019〕1537号）中“深圳市替代电源建设200万千瓦机组”的建设目标，采取在深圳

市光明新区选址建设200万千瓦气电机组的方案，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广东能源集团建设130万千瓦机组

容量。 根据广东能源集团与本公司于2014年做出的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广东能源集团拟将其拥

有的130万千瓦机组容量交由本公司负责开发建设。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启动广西武宣风电场一期项目投资建设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清洁能源占比，开发布局西南风电建设，董事会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风电公司” ）投资广西武宣风电场一期项目。 项目总投资48,258万元（含自建送

出线路工程投资），其中资本金占总投资的20%为9,652万元，由本公司根据项目实际建设进度和省风电

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向省风电公司增资解决。

武宣风电场一期项目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武宣县东南部山区， 场址内海拔高度在800米～

1300米之间，风能资源较丰富。 项目规划总容量100MW，其中本期建设规模50MW，计划安装25台单机

容量为2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项目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为2001小时，预计年上网电量约1亿千瓦时。 项

目已于2018年3月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改委核准批复。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六次通讯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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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湛江新寮海上风电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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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2018年10月29日，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启动湛江新寮海上风电场项目前期工作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

粤电曲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界风电公司” ）开展湛江新寮海上风电项目前期工作，费用控

制在4,800万元，由公司向曲界风电公司增资解决。 相关内容已于2018年10月31日在指定媒体对外披露

（公告编号：2018-54）。

新寮海上风电项目属于近海风电场，距离东南侧本公司投资开发的外罗海上风电场场址约7.2km，水

深在10m以内；陆上集控中心与外罗海上风电场共用，本期不再新增用地。 项目拟布置37台5.5MW� 风

机，装机容量为 203.5MW，预计年上网电量为 5亿千瓦时，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为2459小时。 项目动态

总投资为369,888万元，项目资本金占工程动态投资的20%，为73,977.6万元。 经曲界风电公司策划和筹

备，新寮海上风电项目已于2018年12月5日正式获得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核准批复。

2、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2019年11月28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六次通讯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启动湛江新寮海上风电项目投资建设的议案》。为优化公司能源结构，提升清洁能

源占比，董事会同意由曲界风电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投资建设及运营湛江新寮海上风电项目。项目装机规

模为203.5MW，动态总投资369,888万元，其中资本金73,977.6万元，占项目动态总投资的20%。 项目所

需资本金根据项目实际建设进展和资金需求情况，由公司通过向曲界风电公司分批增资解决。 扣除前期

已审议通过的4,800万元，本公司尚需增资69,177.6万元。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粤电曲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经营范围：电厂建设、生产和经营，电力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电力项目技术咨询和服务。

3、注册资本：97,964万元

4、公司住所：徐闻县曲界镇勇士农场十八队风电场内101房

5、本次增资情况：

股东 增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9,177.6 货币 100%

截至2018年末，曲界风电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185,653.44万元，总负债103,720.38万元，净资产81,

933.07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为3,420.35万元，净利润2,927.34万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曲界风电公

司总资产318,468.84万元， 总负债237,312.85万元， 净资产81,155.99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

597.81万元，净利润787.98万元（未经审计）。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向曲界风电公司增资69,177.6万元用于建设湛江新寮海上风电项目。 增资前

后，曲界风电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本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加快发展海上风电，打造海上风电产业是落实广东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海上风电，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部署和指示精神，是进一步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广东省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支撑。新寮海上风电项目已获得核准，项目风资源条件较丰富，各方面建设条

件较好，目前已基本具备开工建设条件。 投资建设新寮海上风电项目，对优化公司能源结构，提升清洁能

源占比，积累海上风电投资建设和管理经验等具有积极的意义。

2、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项目可能面临自然环境风险、工程建设风险、电价政策风险等。但国内海上风电产业经过近几年的大

力发展，装备制造和施工工艺不断进步和完善；同时曲界风电公司从设计、设备选型、施工、风险控制、运

行方式等各个环节制定了针对性措施，有能力将相关风险和影响降到最低。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海上风电是广东省重点战略新兴产业，是当前广东省仅有的具备规模化开发的可再生能源，也是公

司“十三五” 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战略支撑，是公司未来发展工作的重心，已列为公

司“十三五”重要发展任务。 投资建设湛江新寮海上风电项目，将进一步推动公司未来在广东省及东南沿

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同时对提高公司清洁能源比例以及未来可持续发展等有积极意义，符合公司的

长远利益。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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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

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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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项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10月11日、14日收到公司第

二大股东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恒投资” ）送达的其与陈卓婷、陆尔东、李强、林昌珍、

陈军、刘红等六位自然人股东分别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0月12日、15日

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1、083））。 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应当合并计算。 签订上述

《一致行动协议书》后，一致行动人博恒投资、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刘红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76,498,0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08%），超过公司目前控股股东汉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

富控股” ）持有的股份75,000,1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65%）。

（二）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公司股东汉富控股与深

圳市融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美科技”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但截至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21日，融美科技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告知公司其持股情况。 汉富

控股持有公司股份75,000,127股，占总股本的21.65%。

（三）2019年11月26日， 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由博恒投资提交的

《关于免去韩学渊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选举黄国铭为深圳市全

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杨春龙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陈毅龙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关于选举田进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五项议案，博恒

投资完成了对公司董事会的改选。

（四）深圳市德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毅投资” ）持有博恒投资100%股份，王玩虹持有德

毅投资51%股份，王玩虹为博恒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结合上述情况，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已发生变更，具体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由“汉富控股” 变更为“博恒投资、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刘红” ；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韩学渊” 变更为“王玩虹、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刘红”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

:2019

—

121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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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27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8）。 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博恒投资” ）以公司拒绝代为办理其通过司法竞拍所得的3750万股公司限售股份的解除限售手

续，损害其股东利益为由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接到前述案件后，公司聘请律师积极应诉，同时为尊重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是否变更和豁免该批限售股份新持有人博恒投资对原持有人练卫飞相关承诺的承接、 是否代新

持有人博恒投资办理该批限售股份的解除限售手续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018年2月10日公司召开了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关于豁免公司股东博恒投资对其所承接原持有人练卫飞相

关承诺的履行，并由董事会代为办理解除限售手续的议案》。

公司于2019年7月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3）公司收到由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17）粤0304民初54010号。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对本案件做出一审判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

议“审议否决了《关于办理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议案》” 的决议无

效；

2、被告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10日作出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未

通过《关于豁免公司股东博恒投资对其所承接原持有人练卫飞相关承诺的履行，并由董事会代为办理解

除限售手续的议案》”的决议无效；

3、被告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办理原告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3750万股全新好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

4、驳回原告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对此公司已按规定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诉讼进展情况

2019年11月28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终

21778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如下判决：

1、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4民初54010号民事判决；

2、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后续工作安排

博恒投资告知其将启动再审申诉程序。 公司将继续跟进相关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终21778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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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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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2019年11月25日向各董事发出，表决截止时间为2019年11月28日。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参加的董事13人（包括独立董事5人），董事长谢

永林，董事胡跃飞、陈心颖、姚波、叶素兰、蔡方方、郭建、郭世邦、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

生共13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长谢永林、董事陈心颖、姚波、叶素兰和蔡方方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一致同意本议案。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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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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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本行” 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给予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平安证券” ） 原额续做同业授信额度人民币45亿元，其中R1信用风险类额度人民币35亿元；

R4市场风险类额度人民币10亿元，额度期限壹年。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平安银行和平安证券同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 ） 的控股子

公司。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八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的相关规定，平安证券构成本行关联方。

（三）审议表决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行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400.42亿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行资本净额为

3051.11亿元，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45亿元，本笔交易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8747%，占本行资

本净额1.4749%。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相关规定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笔交易构成本行重大关联交

易，须提请董事会审议批准。 本行第十一届董事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长谢永林、董事陈心颖、姚波、叶素兰和蔡方方回避表决。 本行独立董事王春汉、

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对前述重大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前述重大关联交易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就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于1996年7月18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380000

万人民币，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投资板块重要成员，主要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

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

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中国证监会批准或核准的其

他业务。 平安证券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61层-64层；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截至2018年末，平安证券合并口径资产总额1,223.02亿元，负债总额929.02亿元，所有者权益294.01亿

元，全年累计营业收入85.31亿元，利润总额20.14亿元，净利润16.80亿元。 平安证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给予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额续做同业授信额度人民币45亿元，其中R1信用风险类额度人民币35

亿元；R4市场风险类额度人民币10亿元，额度期限壹年。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前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公司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前述关联交易为本公司的正常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

况无重大影响。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本行与平安证券累计产生授信类关联交易45亿元人民币。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对本行《关于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先认可，同意将前述关联交易相关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平安银行董事会关于前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2、平安银行前述关联交易按商业原则协商订立具体交易条款，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

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前述关联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

八、备查文件

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2、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19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72

债券代码：

122479

债券简称：

15

南铝

01

债券代码：

122480

债券简称：

15

南铝

02

债券代码：

143271

债券简称：

17

南铝债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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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南山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集团” ）通知，南山集团已经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

具的 《关于对南山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9]

2123号）。

南山集团以其直接持有的公司部分A�股股票为标的， 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30

亿元人民币的可交换公司债券，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南山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834,855,065股，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山东怡

力电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812,084,59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646,939,655股，约占公司已

发行总股本的47.25%。

公司将根据南山集团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677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2019-065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关于公开挂牌捆绑转让优能科技、

优能系统全部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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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

牌捆绑转让优能科技、 优能系统全部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公开挂牌捆绑转让持有的优能通信科技

（杭州）有限公司47%股权、杭州优能通信系统有限公司47%股权（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9年

10月26日披露的编号为2019-050号 《关于公开挂牌捆绑转让优能科技、 优能系统全部股权的公

告》）。 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9年11月28日，公司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结果通知书》，本次挂牌结束征集到三个意向

受让方，其中杭州展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照公告要求按时缴纳了保证金，获得资格确

认。

公司将按照程序与交易对方尽快签署产权交易合同，有关进展情况将及时对外披露。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021

证券简称：大禹节水 公告编号：

2019-083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披

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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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28日，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

关议案。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以下简称“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预案” ） 于2019年11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发行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

确认或批准，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所述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

成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

特此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335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9-58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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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许全有先生因到退休年龄，不再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职务。 目前，许全有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平稳交接，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公司董事会对许全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9-10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文件更

新财务和评估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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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拟发行股份购买剥离广州期货股份有

限公司99.03%股权和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4.01%股权后的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披露

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标的资产审计报

告、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以及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等相关资料。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文件中的财务报告已过有效期， 为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对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报文件的要求， 公司会同中介机构依据公司及标的公司的最新财

务情况对重组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文件进行了更新和修订， 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文件中的财

务数据及资产评估的基准日更新至2019年9月30日。更新和修订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文件详见

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783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7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向控股子公司

长江证券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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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7日，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江证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长江证券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以现金方式向长江证券

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证国际）实施分期增资，累计增资金额不超过8亿港元。 公司已于

2019年8月16日完成了向长证国际首笔增资299,970,902.00港元。 2019年11月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 《关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长江证券国际金融集团有限

公司增资有关意见的复函》（机构部函〔2019〕2599号），获准向长证国际增资等值5亿港币。

截至目前，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了向长证国际第二笔增资499,680,381.20港元。 长证国际

已于2019年11月27日在香港公司注册处完成注册登记手续。

长证国际最新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截至2019年8月16日股份数

（万股）

股份占比

截至2019年11月27日股份数

（万股）

股份占比

长江证券 81,957.26 77.35% 146,850.82 85.90%

Billionman� Investment�

Company�Limited

8,000 7.55% 8,099 4.74%

西藏智象投资有限公司 8,000 7.55% 8,000 4.68%

王文胜 8,000 7.55% 8,000 4.68%

合计 105,957.26 100% 170,949.82 100%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12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96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

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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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明泰汇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明泰资本” ）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明泰资本 否

1,500,000 1.11% 0.13%

2017年

4月5日

2019年

11月26日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

1,500,000 1.11% 0.13%

2017年

4月5日

2019年

11月27日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

合计 - 3,000,000 2.23% 0.26% - - -

注：上述部分数据可能会因四舍五入的原因而与相关单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9年11月27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明泰资本 134，819,740 11.64% 130,001,930 96.43% 11.22%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2019-066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权转

让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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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摩山” ）2019年7月24日与深圳汇金创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创展” ）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上海摩山将其对广东中诚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和第三方（由中诚实业及其实际

控制人罗静提供连带担保）的合计289,938.21万元人民币的债权，作价289,938.21万元人民币转让给

汇金创展。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25日发布的 《关于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39），以及于2019年8月10日发布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46）。

根据交易双方的协商约定： 汇金创展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向上海摩山支付债权转让款不低于

80,000万元；2020年8月8日前再支付120,000万元；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毕剩余89,938.21万

元。

截至2019年11月27日， 上海摩山已收到汇金创展支付的债权转让交易款共计81,468万元人民

币。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该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