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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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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流水路20号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6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普通股股东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7,633,87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7,633,8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37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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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赵雷先生主持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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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薛秀媛出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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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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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604,283 99.9378 29,588 0.062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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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604,283 99.9378 29,588 0.062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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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603,783 99.9368 30,088 0.063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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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604,283 99.9378 29,588 0.062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财务决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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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604,283 99.9378 29,588 0.062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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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604,283 99.9378 29,588 0.062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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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604,283 99.9378 29,588 0.0622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19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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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604,283 99.9378 29,588 0.062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19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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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7,604,283 99.9378 29,588 0.0622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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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关于选举赵雷为第四届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7,120,561 77.9289 是

10.02

关于选举葛思恩为第四届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7,120,557 77.9289 是

10.03

关于选举姜墨林为第四届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99,942,423 209.8137 是

10.04

关于选举张霞红为第四届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7,120,558 77.9289 是

10.05

关于选举于海龙为第四届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7,120,559 77.9289 是

10.06

关于选举邢文丽为第四届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7,120,556 77.9289 是

2、 关于选举第四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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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关于选举韩旭东为第四届独立

董事的议案

47,590,868 99.9097 是

11.02

关于选举曹磊为第四届独立董

事的议案

47,590,889 99.9097 是

11.03

关于选举耿怡为第四届独立董

事的议案

47,590,865 99.9097 是

3、 关于选举第四届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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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关于选举孟子扬为第四届股东

代表监事的议案

58,061,181 121.8905 是

12.02

关于选举董焕章为第四届股东

代表监事的议案

37,120,555 77.9289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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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于〈2019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的议

案》

17,267,609 99.8260 30,088 0.1740 0 0.0000

7

《关于续聘2020年度

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17,268,109 99.8289 29,588 0.1711 0 0.0000

8

《关于确认2019年度

公司董事薪酬的议

案》

17,268,109 99.8289 29,588 0.1711 0 0.0000

9

《关于确认2019年度

公司监事薪酬的议

案》

17,268,109 99.8289 29,588 0.1711 0 0.0000

10.01

关于选举赵雷为第四

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7,254,697 99.7514 0 0.0000 0 0.0000

10.02

关于选举葛思恩为第

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7,254,693 99.7513 0 0.0000 0 0.0000

10.03

关于选举姜墨林为第

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7,254,699 99.7514 0 0.0000 0 0.0000

10.04

关于选举张霞红为第

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7,254,694 99.7513 0 0.0000 0 0.0000

10.05

关于选举于海龙为第

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7,254,695 99.7514 0 0.0000 0 0.0000

10.06

关于选举邢文丽为第

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7,254,692 99.7513 0 0.0000 0 0.0000

11.01

关于选举韩旭东为第

四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17,254,694 99.7513 0 0.0000 0 0.0000

11.02

关于选举曹磊为第四

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17,254,715 99.7515 0 0.0000 0 0.0000

11.03

关于选举耿怡为第四

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17,254,691 99.7513 0 0.0000 0 0.0000

12.01

关于选举孟子扬为第

四届股东代表监事的

议案

17,254,697 99.7514 0 0.0000 0 0.0000

12.02

关于选举董焕章为第

四届股东代表监事的

议案

17,254,691 99.7513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3、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01-10.06、议案11.01-11.03、议案12.01-12.02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鑫、何晨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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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专门委

员会、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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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2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四届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选举

第四届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在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

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赵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相关简历详见附件。

二、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1）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3名：赵雷（主任委员）、葛思恩、耿怡

（2）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3名：曹磊（主任委员）、韩旭东、邢文丽

（3）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3名：韩旭东（主任委员）、赵雷、耿怡

（4）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3名：韩旭东（主任委员）、曹磊、于海龙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相关简历详见附件。

三、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选举田会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相关简历详见附件。

四、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

（1）总经理：聘任赵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2）副总经理：聘任薛秀媛女士、钟恒先生、张霞红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3）财务总监：聘任张霞红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4）董事会秘书：聘任薛秀媛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相关简历详见附件。

五、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附件：

1、赵雷先生：1959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业电气及自动化专

业，本科学历。1983年7月至1988年7月，就职于航天工业部办公厅，任主任科员；1988年7月至1992年3月，

就职于北京四通集团公司， 任部门经理；1992年3月至1998年12月， 就职于北京海淀八一电子设备经营

部，任经理；1995年9月至2011年7月，就职于北京市八亿时空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1999年3月

至2004年4月，就职于中关村在线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04年7月起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

2、葛思恩先生：197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浙江大学机械电子专业，本科学历。

1996年9月至2003年2月，就职于浙江省诸暨市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任职员；2003年3月至2005年12

月，就职于上海谱斐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任经理；2006年7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

3、邢文丽女士：197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工艺专业，本科

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9年8月至2000年9月，就职于河北宝硕集团有限公司轻工用品分公司，任车间技术

员；2000年10月至2004年7月，就职于北京清华紫光英力化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任产品开发员；2004年

8月至2005年4月， 就职于北京英特沃斯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任QA＆RD经理；2005年5月至2009年

11月，就职于涿州皓原箔业有限公司，任品质部长；2009年12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品质安全中心总

监。

4、于海龙先生，197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佳木斯市联合职工大学化工工程专

业，大专学历。 1997年8月至2008年5月就职于佳木斯黑龙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任生产主管；2008年5

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生产管理中心总经理。

5、韩旭东先生，1960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专业，

硕士研究生。 1977年至1978年，就职于南京第一机床厂，任工人；1982年8月至1986年6月，就职于航天工

业部，任二〇〇厂车间主任助理、政治部团委书记；1986年6月至1991年10月，就职于中共中央国家机关

工作委员会团委，任办公室主任；1991年11月至1993年5月，就职于四通集团公司产业发展部，任部长；

1993年6月至1997年8月，就职于北京松下电工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1997年9月至2000年8月，就职于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方总部，任总经理；2000年9月至2003年6月，就职于中国火炬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基金，任常务副总裁；2003年6月至2006年6月，就职于上海望春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2006年6月至2010年4月，就职于北京首都国际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裁；2010年5月至2017年5

月，恒天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17年5月至今，就职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任专职

董事；2002年至2009年，兼任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600787）独立董事；2008年至2011年，兼任天津滨

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000695）独立董事；2019年4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6、曹磊女士，1962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香港公开大学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 1983年至1986年，就职于山东龙口自来水

公司，任科员；1986年至1993年，就职于山东淄博东风化工厂企业管理科，任科员；1993年至1997年就职

于康创集团，任财务总监；1997年至2000年就职于广东省惠州税务师事务所、广东省广州信瑞有限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部经理；2000年至2005年就职于中国教育服务中心，任财务总监、副总裁；2005年

至今，就职于北京华夏汇泰顾问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10年至今，就职于北京汇泰鹏辉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任合伙人；2013年至今，就职于任北京商务服务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并担任法定代表

人，2018年连任北京商务服务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4月至今，就职于

商联汇通（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7、耿怡女士，1974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

究生，高级工程师。 1994年8月至1999年8月及2002年8月至2003年8月，就职于洛阳瀍河长安机械厂，任

工程师；1999年9月至2002年7月， 攻读桂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2003年9月至2009年7

月，攻读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2009年8月至2011年10月，攻读清华大学博士后；2011年10

月至今，就职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任研究员；2014年至今，兼任中国OLED产业联盟常务副

秘书长；2019年4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8、田会强先生，198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河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专业，本科学历，北京市优秀青年工程师。 2003年7月至2005年12月，就职于石家庄实力克液晶材

料有限公司，任研发部工程师；2006年1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研发总监。

9、张霞红女士，1972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会计专业，本科学

历。 1998年6月至2000年5月，就职于北京佩恒控制设备技术研究所，任会计；2000年6月至2004年12月，

就职于北京中关村在线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会计主管；2005年6月至2008年10月，就职于北京市八

亿时空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2008年11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先后任财务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现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

10、薛秀媛女士，197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涉外文秘专

业，本科学历。 2003年7月至2005年12月，就职于石家庄杏林视觉设计工作室，任总经理助理；2006年1月

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1、钟恒先生，1980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天津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专业，本科

学历。2003年9月至2006年6月就职于石家庄永生华清液晶有限公司，任销售职员；2006年7月至今就职于

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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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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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2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 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12日在公司会

议室通过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的田会强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

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投票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提前发送监事会会议通知的议案》

为使第四届监事会尽快开展相关工作， 公司全体监事同意豁免公司监事会会议通知提前发送的要

求。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选举田会强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田会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5月13日

附件：

田会强先生，198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河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专业，本科学历，北京市优秀青年工程师。 2003年7月至2005年12月，就职于石家庄实力克液晶材料

有限公司，任研发部工程师；2006年1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研发总监。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创金

合信鑫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E

类份额增添万联证券为代销机

构并调整申购金额下限的公告

根据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联证券” ）签署的销售服务代理协议，万联证券拟自2020年5月15日起办理创金

合信鑫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基金简称：创金合信鑫收益E；基金代

码：006906）的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等销售业务。

自2020年5月15日起，投资者通过万联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创金合信鑫

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由10.00元调整为100.00

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保持不变。 具体金额限制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上述业务的最终上线时间以万联证券为准，关于费率优惠活动，敬请投资者留意万联

证券的有关规定，具体优惠规则以万联证券的安排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详情：

（一）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2

官方网站：http://www.wlzq.cn/

（二）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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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3日

创金合信价值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提示性公告

创金合信价值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于2020年5月

13日在本公司网站（www.cjhx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

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68-0666

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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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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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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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15:

00-16: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召开了2019

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 现将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人员参加情况

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王黎莹，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马富昕及董事会办公室、财务中心

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并在有效时间内对投资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现整理如下：

1、2019年营业收入是多少？ 利润是多少？

答：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2,862.08万元，同比上升32.5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7,140.95万元，同比增加2.34%。

2、你好，请问公司什么时候做分红？ 分红金额是多少？

答：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如下：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

人民币0.2元（含税）,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560,004,200股，以此为基数计

算共计分配利润人民币11,200,084.00元（含税）。

公司将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的2个月内实施完成权益分派事项。

3、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有那些？

答：主营业务包括交通、城镇、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设施制造、综

合开发等业务，可为客户提供投资、咨询、设计、建造、运营管理等一站式综合服务。

4、公司充电桩业务情况怎么样？

答：公司控股孙公司正平（隆地）电动汽车充电运营服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的技术研发、销售、建设、充电网平台技术开发与运营，可以为客户提供定制化充

电站落地解决方案及电站综合运营管理服务，2019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评为最具

成长性充电桩运营商和优秀雏鹰企业。 目前已在陕西、北京、江西、湖南、青海、山西等地投

建多个都市快充电站。

5、你们公司现在资质有那些？

答：公司拥有60余项资质，包括公路、市政公用、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等4项工程施工总

承包壹级资质，公路路基、路面、桥梁、隧道、防水防腐保温、城市及道路照明、环保、建筑装

修装饰、地基基础、电子与智能化、消防设施、建筑机电安装、建筑幕墙等14项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资质，公路、市政工程设计资质，工程施工检测资质，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分

项、公路机电工程分项）、河湖整治、钢结构、输变电等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公路和市政

行业勘测设计、公路工程试验检测、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新能源发电）等乙级资

质，公路工程咨询乙级资信证书，以及交通、城镇、水利、电力行业的其他资质。 公司的资质

涵盖了建设施工行业的诸多领域，且等级较高，保障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2019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在投资者积极参与下顺利结束。 公司对长期关心、支持公司

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有关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上证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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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候选人的提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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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项目长实通信仅为中标候选人，能否最终中标并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尚存在不确定

性，中标金额可能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等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于近日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2020年至2022年建

装维一体化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进行了公示，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广东长实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长实通信” )，参与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2020年至2022年建装维一体化采购项目的投标， 且中标候选

人，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及公示情况

序列 区域 合同采购金额（万元） 中标份额

按合同采购金额和中标份额计算的预计中标金额

（万元）

1 江西 771,221.10 20% 154,244.22

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媒体是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详 细 内 容 请 查 看（https:

//b2b.10086.cn/b2b/main/viewNoticeContent.html?noticeBean.id=651756）。

二、公示份额的预计金额及项目内容

根据长实通信投标时的金额预计，预算采购金额约15.42亿元，宽带施工部分、网络综

合代维部分存在不同的折扣，预计考虑折扣因素上述项目可贡献营业收入约为4.23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3.36%)。根据长实通信投标文件，上述建装维一体化项目

的内容包括宽带施工及综合代维两部分， 综合代维包含基站及配套设备、 直放站室分

WLAN、天馈与铁塔、光缆线路、集团专线、家庭宽带、低端网络优化等专业代维服务。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公示项目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 如果最终能够中标将有利于保障公司

2020年—2022年的营业收入来源，2020年—2022年预期将是运营商5G建设的重要时期，

未来5G建设的提速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有着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长实通信仅为中标候选人，能否最终中标并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尚存在不确

定性。 中标金额可能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等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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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

完毕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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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 4月7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0-23）。 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

称“中兆投资” )，计划在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0,073,05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

2020�年 5月12日，公司收到中兆投资的《减持中嘉博创股票的告知函》，截至2020年

5月12日， 中兆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19,988,4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99%，上述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中兆投资

集中竞价 2020-05-08 10.88 145,000 0.02%

大宗交易 2020-05-08 10.57 13,300,000 1.99%

集中竞价 2020-05-12 10.32 6,543,400 0.98%

合 计 -- -- 19,988,400 2.99%

本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股份来源是2009年协议转让以及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

份取得。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中兆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138,074,832 20.64% 118,086,432 17.6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8,074,832 20.64% 118,086,432 17.6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中兆投资的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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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业务规则的规

定。

2、中兆投资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兆投资减持计

划已实施完毕。

三、备查文件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减持中嘉博创股票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3日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

2020-34

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更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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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年5月11日，公司就股东权益变动发布了2020-34号公告《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现将有关信息更新如下：

截至披露日，中洲置地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洲创投、前海君至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348,

045,8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351%。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中洲置地持有本公司314,917,359股股份， 占本公司当时总股本

665,069,639股的47.351%。

本次权益变动后， 中洲置地持有本公司343,435,985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664,

831,139股的51.658%； 前海君至持有本公司4,600,000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692%；中洲创投持有本公司9,9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01%，中洲置地、前海君

至、中洲创投合计持有本公司348,045,885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2.351%。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中洲置地 314,917,359 47.351% 343,435,985 51.658%

中洲创投 0 0% 9,900 0.001%

前海君至 0 0% 4,600,000 0.692%

合计 314,917,359 47.351% 348,045,885 52.351%

除上述更新之外，公告其他内容不变，详细请参见以下更新后的公告内容：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5月11

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中洲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洲置地” ）的告知函，函件告知：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中洲置地于2020年3月12日至

2020年5月1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935,336股， 增持股份数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291%。 自2016年2月4日起至2020年5月11日止，中洲置地及其一

致行动人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洲创投” ）、深圳市前海君至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君至”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持股比例变动累

积达到5%。 中洲置地、中洲创投和前海君至在2020年5月11日之前的6个月内未减持本公

司股份。

截至披露日，中洲置地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洲创投、前海君至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348,

045,8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351%。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中洲置地持有本公司314,917,359股股份， 占本公司当时总股本

665,069,639股的47.351%。

本次权益变动后， 中洲置地持有本公司343,435,985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664,

831,139股的51.658%； 前海君至持有本公司4,600,000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692%；中洲创投持有本公司9,9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01%，中洲置地、前海君

至、中洲创投合计持有本公司348,045,885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2.351%。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中洲置地 314,917,359 47.351% 343,435,985 51.658%

中洲创投 0 0% 9,900 0.001%

前海君至 0 0% 4,600,000 0.692%

合计 314,917,359 47.351% 348,045,885 52.351%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公司将督促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

2020－35

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

已授予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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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

票期权的议案》。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后不再符合获授资格及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未达标，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决定注销2018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共计4,592,898份。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0年5月12日办理完成。 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剩余的股票期权数量为5,457,970份， 激励对象调整为50

人。 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

的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1 姚日波 董事长 594,551 10.89% 0.09%

2 彭伟东 总裁 535,095 9.80% 0.08%

3 谭华森 副董事长 356,731 6.54% 0.05%

4 叶晓东 副总裁/财务总监 297,275 5.45% 0.04%

5 吴艳萍 副总裁 297,275 5.45% 0.04%

6 王玉林 副总裁 297,275 5.45% 0.04%

7 王艺瑾 董事会秘书 178,366 3.27% 0.03%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7人 2,556,568 46.84% 0.38%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43人 2,901,402 53.16% 0.44%

合计共50人 5,457,970 100.00% 0.82%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分别对本次注销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