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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002439�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20-054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中部分交易对

方获得的部分股份，数量为2,377,0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546%；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5月25日。

一、公司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启明星辰” ）于2015年12

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于

天荣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41号），核准公司向

于天荣发行8,769,224股股份、向郭林发行7,174,820股股份、向董立群发行9,437,018股

股份、向周宗和发行3,062,091股股份、向杭州博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博立投资” ）发行3,347,912股股份购买该等发行对象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合众数据

的股权；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904,54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

资金。

上述新增股份数量合计38,695,606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6年1月

25日，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868,942,274股。

公司已于2019年1月23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04），解除限售的股份共计14,876,563股，其中，于天荣

解除限售的股份为4,384,612股，郭林解除限售的股份为3,587,410股，启明星辰信息技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解除限售的股份为6,904,541股， 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1月25日。公司已于2019年1月30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5）， 解除限售的股份共计7,923,510股，其

中，董立群解除限售的股份为4,718,509股，周宗和解除限售的股份为1,531,045股，博立

投资解除限售的股份为1,673,956股，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月31日。 公司已于2019年5月

23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43），解除限售的股份共计10,349,073股，其中，于天荣解除限售的股份为4,384,

612股，郭林解除限售的股份为3,587,410股，董立群解除限售的股份为1,415,552股，周宗

和解除限售的股份为459,313股， 博立投资解除限售的股份为502,186股， 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5月27日。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股份总数为933,583,742股， 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21,953,667股。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申请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合计为2,377,051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出具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关于所提供材料或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交易对方董立群、周宗和、博立投资做出如下承诺：

1、本人/本企业为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和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等真实、准

确和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提供或披露信息、说明、承

诺及确认等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本人/本企业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

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启明星辰拥

有权益的股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

股票账户提交启明星辰董事会， 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

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人/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报送本人/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

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本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

赔偿安排。

（二）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交易对方董立群、周宗和、博立投资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

诺如下：

1、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经营实体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

交易；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经营实体将规范并尽量避免或

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

交易，将遵循市场化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关

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

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人/本企业的关联交易

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4、本人/本企业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

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本企业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

利用关联交易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5、 本人/本企业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

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本人/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交易对方董立群、周宗和、博立投资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与启明星辰不存在同业竞争，不存

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启明星辰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

2、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自签署本承诺函之日起，在中国境内外

的任何地区，将不以参股、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启

明星辰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

生产任何与启明星辰产品相同、相似或可以取代启明星辰产品的业务或活动；不制定与启

明星辰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经营发展规划；

3、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自签署本承诺函之日，不以协助、促使

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启明星辰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

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并承诺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启明星辰经营的业务有

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立即通知启明星辰，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启明星辰；

4、对本人/本企业下属全资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本人/本企业将通过派出机构

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经理）以及控股地位使该等企业履行本承诺函中与本人/本企

业相同的义务，保证不与启明星辰同业竞争；

5、本人保证将努力促使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投资与

启明星辰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

6、如本人/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启明星辰、启明星辰其他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

申请强制本人/本企业履行上述承诺，并赔偿启明星辰及启明星辰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

损失；同时本人/本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利益归启明星辰所有。

（四）股份锁定的承诺

交易对方董立群、周宗和、博立投资做出如下承诺：

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董立群、周宗和、博立投资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不得转让；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后，可以转让不超过标的股份的50%；自股份上市之

日起40个月后，可以转让不超过标的股份的65%；自股份上市之日起52个月后，可以转让不

超过标的股份的80%；自股份上市之日起64个月后，可以转让不超过标的股份的100%。 同

时，在下述任何一种情形下，待解禁股份不得解禁：（1）与启明星辰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盈利预测补偿条款的现金补偿支付给启明星辰前；（2）与启

明星辰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2014年审计报告中应

收账款补偿金支付给启明星辰前；（3）与启明星辰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业绩补偿期应收账款补偿金支付给启明星辰前。

在上述锁定期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

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五）标的股权无权利限制的承诺

交易对方董立群、周宗和、博立投资做出如下承诺：

1、本人/本企业对所持标的股权享有唯一的、无争议的、排他的权利，不存在代第三方持

股的情况， 不会出现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就本人/本企业所持标的股权提出任何权利主

张；

2、 本人/本企业所持有的标的股权未以任何形式向他人进行质押， 也不存在被司法冻

结、拍卖或第三人主张所有权等权利受限制情形；同时，本人/本企业保证此种状况持续至该

股权登记至启明星辰名下；

3、本人/本企业取得标的股权履行了出资人义务，不存在出资不实和抽逃出资的情形，

出资资金来源真实合法，本人/本企业实际持有标的股权，不存在代持行为；

4、除报告书披露的内容外，本人/本企业目前没有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案

件，亦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六）关于竞业禁止的承诺

交易对方董立群、周宗和及标的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均出具了《关于竞业禁止的承诺

函》，承诺如下：

本次交易前，除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外，本人在本次交易前未从事其他与标的公

司相同、相似或有竞争关系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以投资、合作、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方

式参与上述业务），亦未在相关单位工作或任职。

本人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启明星辰股份或继续在标的公司任职，任职时间不

少于三年；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持有启明星辰股份或继续在标的公司任职，在前述继续持股

或任职期间及不再持股或离职后三年内，本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在中国境内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标的公司相同、相似或有竞争关系的业务，也不直接或间接在与标的公司有

相同、相似或有竞争关系的业务单位工作、任职或拥有权益，本人在其他单位兼职的情况，

必须经标的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批准同意。

同时，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的生产与经营，亦不会投资任

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

如在上述期间，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营

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人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

会给予上市公司，以避免与上市公司及下属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以确保上

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七）其他承诺

1、董立群承诺

（1）本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本人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2）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除报

告书披露内容外，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3）本人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和未履行承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4）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启明星辰的公司章

程进行规范运作，杜绝与启明星辰的治理结构和前述文件规定相违背的情况发生。

2、博立投资承诺

（1）本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本企业未向上市公司推

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2）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除报告书披露内容外，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3） 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和未履

行承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4）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企业及本企业的主要管理人员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启明星辰的公司章程进行规范运作，杜绝与启明星辰的治理结构和前述文件规

定相违背的情况发生。

3、周宗和承诺

（1）本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本人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2）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3）本人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和未履行承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4）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启明星辰的公司章

程进行规范运作，杜绝与启明星辰的治理结构和前述文件规定相违背的情况发生。

4、标的公司及交易对方承诺

（1）合众数据近三年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等规定，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行为而受到

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形。

（2）合众数据的主要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不存在对外担保，

也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合众数据股东均履行了出资人义务，不存在出资不实和抽逃出资的情形，出资资

金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代持行为，不存在出资瑕疵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5、董立群、周宗和、博立投资承诺

2014年11月27日，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董立群、

合众数据、张震宇违反合同约定（以下简称“本案” ）。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本案，

董立群、周宗和以及博立投资作为合众数据现有股东，现声明及承诺如下：

（1）本案的终审结果，无论被告方败诉或与原告方达成和解，均与启明星辰无关，启明

星辰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且董立群、周宗和以及博立投资亦不会且无权向启明星辰提起任

何权利主张；

（2）若本案终审中，司法机关判决被告方败诉或与原告方达成和解需合众数据承担赔

偿责任，董立群、周宗和以及博立投资将全额向合众数据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及须由

合众数据承担的与本案有关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保证合众数据无

须因本案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具体执行应由董立群、周宗和以及博立投资依据本案终审司

法机关的判决文书或达成的和解协议代合众数据直接向原告方及司法机关（如涉及）支付

相关赔偿金及费用，并相应取得原告方就该等支付的书面确认；

（3）若因本案导致合众数据遭受任何损失，董立群、周宗和以及博立投资将向合众数

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董立群、周宗和以及博立投资所持合众数据的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及权利主

张，不因本案而影响所持有合众数据股权的可交易状态。

（八）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启明星辰已与交易对方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相应补偿原则如下：

1、业绩承诺

交易对方董立群、周宗和和博立投资共同承诺合众数据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500万元、3,125万元和3,610万元，

承诺期合计承诺净利润数为9,235万元。

2、业绩承诺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

司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

利润数的差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如标

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补偿义务人同意就标的

公司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部分以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

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5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

主体应补偿金额，并向补偿义务主体出具现金补偿书面通知。 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标的公司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业绩承诺期标的公司累

计实现净利润数总和=标的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承诺净利润数之和﹣标的

公司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之和

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

合众数据补偿义务人合计应补偿金额=9,235万元﹣合众数据2015年度、2016年度和

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之和

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上市公司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的

补偿义务，将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一次汇入上市公司指定的账户。

3、减值测试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资产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的减值测试报告。 根据资产减值测试

报告，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主体应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

偿。 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已补偿金额。

4、补偿责任的分担

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共同及分别承担合众数据业绩未达到承诺的补偿责任和标

的资产减值的补偿责任，补偿责任分担的比例按照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目前持有合

众数据的股权分别占合众数据49%股权的比例确定， 即董立群分担59.55%的补偿责任，周

宗和分担19.32%的补偿责任，博立投资分担21.13%的补偿责任。

5、应收账款补偿

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分别并共同就合众数据2014年审计报告中应收账款期末账

面价值补偿金的缴纳事宜做如下承诺，应收账款总额是指合众数据2014年审计报告中应收

账款期末账面价值（指已扣减计提的坏账准备）扣除2018年12月31日前已收回的款项，不

包括2015年1月1日之后形成的应收账款；

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承诺于2018年12月31日后，由上市公司聘请审计机构对合

众数据2014年审计报告中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在2018年12月31日的情况进行专项统计

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并按如下比例向上市公司缴纳补偿金：

（1）应收账款总额中3-4年（含3年不含4年）账龄的，需就该部分缴纳50%补偿金；

（2）应收账款总额中4-5年（含4年不含5年）账龄的，需就该部分缴纳60%补偿金；

（3）应收账款总额中5年以上（含5年）账龄的，需就该部分缴纳100%补偿金；

上述补偿金应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十五（15）日内由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以

现金形式存入启明星辰账户。 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共同及分别承担上述补偿责任，补

偿责任分担的比例按照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目前持有合众数据的股权分别占合众数

据49%股权的比例确定，即董立群分担59.55%的补偿责任，周宗和分担19.32%的补偿责任，

博立投资分担21.13%的补偿责任。

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确认并同意，如未按照上述约定按期足额缴纳补偿金，董立

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除须继续按上述约定向启明星辰支付应缴而未缴的补偿金，还应按

支付应缴而未缴纳补偿金20%的比例向启明星辰支付滞纳金； 如存在应缴而未缴的应收账

款补偿金，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持有的待解禁的启明星辰股份不得解禁，且启明星辰

有权以1元的对价回购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所持有的启明星辰股份，启明星辰有权以

1元的对价回购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所持启明星辰股份的具体数额为：

回购股份数额=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应缴而未缴纳补偿金÷9.74。

董立群、 周宗和及博立投资分别并共同就合众数据业绩补偿期各期 （即2015年度、

2016年度和2017年度）新增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做如下承诺，应收账款是指合众数据业绩

补偿期各期（即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

新增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指已扣减计提的坏账准备）。

合众数据2015年度新增的应收账款于2018年12月31日前回款比例达到80%；合众数据

2016年度新增的应收账款于2019年12月31日前回款比例达到80%； 合众数据2017年度新

增的应收账款于2020年12月31日前回款比例达到80%。

如未实现上述承诺，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分别并共同就业绩补偿期各期新增应

收账款未回款部分全额缴纳补偿金，上述补偿金应在启明星辰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十五（15）日内以现金形式存入启明星辰账户。 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

投资共同及分别承担上述补偿责任，补偿责任分担的比例按照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

目前持有合众数据的股权分别占合众数据49%股权的比例确定，即董立群分担59.55%的补

偿责任，周宗和分担19.32%的补偿责任，博立投资分担21.13%的补偿责任。

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确认并同意，如未能按照前述约定在相应时间内将补偿金

以现金形式存入启明星辰指定账户，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除须按照约定继续向启明

星辰支付应缴而未缴的补偿金， 还需按应缴而未缴纳补偿金20%的比例向启明星辰支付滞

纳金；在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未按照约定将上述应收账款补偿金支付给启明星辰前，

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持有的启明星辰股份不得解禁，直至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

已按约定履行了应收账款补偿金支付义务。

合众数据承诺期合计实现的净利润为10,681.51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9,542.40万元，已完成承诺期合计承诺业绩，完成率为103.33%。 根据上述承诺事项及协议

约定，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无须进行业绩承诺补偿和减值测试补偿，详见公司于2018

年3月28日披露的《关于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

明》、《关于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瑞华核字

[2018]44050007号。

根据《关于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原股东对应收账款回款承诺之实现及补偿金情

况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瑞华咨字[2019]44050001号，合众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应

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于2018年12月31日及之前收回的金额为104,229,637.76元，未能完成

2014年12月31日止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回款承诺，根据补充协议（二）约定的合众数据原

股东应收账款补偿金金额为18,849,291.81元。 合众数据2015年度新增应收账款截至2015

年12月31日止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收回的金额为66,423,049.61

元，占2015年度新增应收账款账面价值81.84%，完成了补充协议（二）约定的合众数据原股

东承诺。

公司已收到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按前述承诺事项及协议约定支付的应收账款补

偿金合计18,849,291.81元，其已履行完毕应收账款相应的补偿义务。

上述补偿完成情况，公司已在2019年1月30日发布的《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5）中披露，相关股东不存在应履行

未履行的补偿义务。

经核查，上述交易对方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上市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5月25日；

2、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2,377,0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46%；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3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已解除限售

数量（股）

已解除限售

时间

待解除限售

数量（股）

待解除限售

时间

备注

1 董立群 3,302,957 1,415,552

4,718,509 2019/1/31

1,887,405 2021/5/25 —

1,415,552 2019/5/27

2 周宗和 1,071,733 459,313

1,531,045 2019/1/31

612,420 2021/5/25 —

459,313 2019/5/27

3

博立

投资

1,171,770 502,186

1,673,956 2019/1/31

669,584 2021/5/25 —

502,186 2019/5/27

合计 5,546,460 2,377,051 — — — — —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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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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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36号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厦四

楼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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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1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29,463,01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009,355,6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020,10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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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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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19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

集，刘建忠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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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出席4人，张培宗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陈晓燕董事、罗宇星董事、温

洪海董事、宋清华董事、袁增霆董事、张桥云董事、李明豪董事因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6人，左瑞蓝监事、曾建武监事因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会议；

3、 本行董事会秘书刘江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本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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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6,336,388 99.6752 920,000 0.0229 12,099,300 0.3019

H股 1,015,563,327 99.5546 0 0.0000 4,544,000 0.4454

普通股合计： 5,011,899,715 99.6508 920,000 0.0183 16,643,300 0.3309

2、议案名称：《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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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6,336,388 99.6752 919,000 0.0229 12,100,300 0.3019

H股 1,015,563,327 99.5546 0 0.0000 4,544,000 0.4454

普通股合计： 5,011,899,715 99.6508 919,000 0.0183 16,644,300 0.3309

3、议案名称：《关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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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996,337,388 99.6753 919,000 0.0229 12,099,300 0.3018

H股 1,015,563,327 99.5546 0 0.0000 4,544,000 0.4454

普通股合计： 5,011,900,715 99.6508 919,000 0.0183 16,643,300 0.3309

4、议案名称：《关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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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996,402,688 99.6769 852,700 0.0212 12,100,300 0.3019

H股 1,020,107,32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016,510,015 99.7425 852,700 0.0170 12,100,300 0.2406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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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996,337,388 99.6753 919,000 0.0229 12,099,300 0.3018

H股 1,018,353,327 99.8281 0 0.0000 1,754,000 0.1719

普通股合计： 5,014,690,715 99.7063 919,000 0.0183 13,853,300 0.2754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业绩公告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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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996,326,588 99.6750 928,800 0.0231 12,100,300 0.3019

H股 1,015,425,327 99.5410 138,000 0.0135 4,544,000 0.4454

普通股合计： 5,011,751,915 99.6479 1,066,800 0.0212 16,644,300 0.3309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外部审计师及厘定彼等薪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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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996,288,188 99.6740 967,200 0.0241 12,100,300 0.3019

H股 992,196,501 97.2639 27,910,826 2.736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988,484,689 99.1852 28,878,026 0.5742 12,100,300 0.2406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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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7,974,788 99.5571 1,284,000 0.0424 12,096,900 0.4005

H股 1,004,316,327 98.4520 15,791,000 1.54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012,291,115 99.2782 17,075,000 0.4225 12,096,900 0.2993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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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8,888,358 99.5795 1,283,000 0.0403 12,096,900 0.3801

H股 1,004,316,327 98.4520 15,791,000 1.54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173,204,685 99.3058 17,074,000 0.4063 12,096,900 0.2879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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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2,874,788 99.6247 1,284,000 0.0360 12,096,900 0.3393

H股 1,004,316,327 98.4520 15,791,000 1.54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557,191,115 99.3639 17,075,000 0.3723 12,096,900 0.2638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集团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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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6,883,607 99.6085 1,291,000 0.0377 12,096,900 0.3538

H股 1,004,316,327 98.4520 15,791,000 1.54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411,199,934 99.3429 17,082,000 0.3847 12,096,900 0.272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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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6,315,888 99.6747 939,500 0.0234 12,100,300 0.3019

H股 780,300,644 76.4920 239,806,683 23.508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776,616,532 94.9727 240,746,183 4.7867 12,100,300 0.2406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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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6,326,588 99.6750 928,800 0.0231 12,100,300 0.3019

H股 462,036,858 45.2930 542,279,469 53.1591 15,791,000 1.5480

普通股合

计：

4,458,363,446 88.6449 543,208,269 10.8005 27,891,300 0.5546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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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6,361,888 99.6759 893,500 0.0222 12,100,300 0.3019

H股 262,020,200 25.6856 742,296,127 72.7665 15,791,000 1.5480

普通股合

计：

4,258,382,088 84.6687 743,189,627 14.7767 27,891,300 0.5546

(二)A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817,271,61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863,753,8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15,377,215 96.0548 852,700 0.2597 12,100,300 3.6855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576,500 45.9509 672,700 53.6186 5,400 0.430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14,800,715 96.2470 180,000 0.0550 12,094,900 3.6980

(三)涉及重大事项，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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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关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179,131,077 98.9134 852,700 0.0715 12,100,300 1.0151

7

关于聘请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外部审计师及厘定

彼等薪酬的议案

1,179,016,577 98.9038 967,200 0.0811 12,100,300 1.0151

8

关于审议重庆渝富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授信

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1,178,703,177 98.8775 1,284,000 0.1077 12,096,900 1.0148

9

关于审议重庆市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议

案

1,148,704,177 96.3610 1,283,000 0.1076 42,096,900 3.5314

10

关于审议重庆财信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授信

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1,178,703,177 98.8775 1,284,000 0.1077 12,096,900 1.0148

11

关于审议重庆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集团授信额度

的关联交易议案

1,178,696,177 98.8769 1,291,000 0.1082 12,096,900 1.014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 上述议案中，第8项议案关联股东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两江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9项议案关联股东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10项议案关联股东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罗宇星已回避表决；第11项议案关联股东重庆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重庆发展置

业管理有限公司）、陈晓燕已回避表决。

3、 除审议前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独立

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三农金融服务工作报告》《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渝巧、时作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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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215� � � � � � �证券简称：*ST经开 公告编号：临2020-038

长春经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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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5月18日

发出通知，于2020年5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高管免职的议案》

会议同意免除廖永华先生财务负责人职务，由公司总经理倪伟勇先生担任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15� � � � � � �证券简称：*ST经开 公告编号：临2020-039

长春经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免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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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管免职的议案》。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

在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以子公司持有的定期存款质押方式为控股股东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中，

公司财务负责人廖永华先生存在失职行为，董事会同意免除廖永华先生财务负责人职务，由公司总经

理倪伟勇先生担任财务负责人。 该决定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起生效。

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15� � � � � � �证券简称：*ST经开 公告编号：2020-040

长春经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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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 5188�号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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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56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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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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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吴锦华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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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7人，董事陈爱莲女士、张锡康先生出差，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邢占鹏先生有其他重要会议需要参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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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73,948 98.4804 2,160,755 1.4351 127,100 0.0845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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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73,948 98.4804 1,922,555 1.2769 365,300 0.2427

3、 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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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15,277 97.7108 3,274,426 2.1748 172,100 0.1144

4、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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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22,077 97.7154 3,267,626 2.1702 172,100 0.1144

5、 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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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01,748 98.6981 1,795,055 1.1922 165,000 0.1097

6、 议案名称：《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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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29,477 97.5874 3,588,226 2.3832 44,100 0.0294

7、 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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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35,948 98.3887 2,243,755 1.4902 182,100 0.1211

8、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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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09,548 98.3712 2,225,155 1.4779 227,100 0.1509

9、 议案名称：《2020年度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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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68,948 98.4107 2,082,755 1.3833 310,100 0.2060

10、 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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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95,148 98.3616 2,321,555 1.5419 145,100 0.096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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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86,248 98.3557 2,210,455 1.4681 265,100 0.176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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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86,248 98.3557 2,293,455 1.5232 182,100 0.1211

13、 议案名称：《关于委托理财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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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612,334 98.0410 2,949,469 1.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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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9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11,467,526 76.9258 3,267,626 21.9197 172,100 1.1545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2,947,197 86.8516 1,795,055 12.0414 165,000 1.1070

6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11,274,926 75.6338 3,588,226 24.0703 44,100 0.2959

10

《2002年度董事、 监事

薪酬方案》

12,440,597 83.4533 2,321,555 15.5733 145,100 0.9734

13

《关于委托理财的议

案》

11,957,783 80.2145 2,949,469 19.785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1个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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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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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超远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育颉、邹忠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方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方式、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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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215� � � � � � �证券简称：*ST经开 公告编号：临2020-041

长春经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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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万丰锦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锦源” ）持有公司股份101,736,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88%，万丰锦源

所持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50,000,000股，占其持股比例的49.15%

●公司控股股东万丰锦源及其一致行动人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 吴锦华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

份119,891,2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78%；本次质押后，万丰锦源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

份50,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1.7%，占公司总股本的10.75%

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接到控股股东万丰锦源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获悉其持有的本公司部

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万丰锦源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是

50,000,

000股

否 否

2020年5

月20日

2020年

11月19日

长春二道

农商村镇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49.15% 10.75%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

50.000,

000股

/ / / / / 49.15% 10.75% /

2、质押融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

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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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万丰锦源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01,736,

960股

21.88% 0

50,000,

000股

49.15% 10.75% 0

50,000,

000股

0 0

合计

101,736,

960

21.88% 0

50,000,

000股

49.15% 10.75% 0

50,000,

000股

0 0

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