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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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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九有股份” ）全资子公司

深圳九有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有供应链”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法院” ）签发的（2019）粤0304民初

33817号民事判决书，主要事项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九有供应链与深圳市润泰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泰供应链” ）、蔡昌富、高伟、杨学强涉及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公司已于2020年7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九有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现对该公告补充

说明如下：

一、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九有供应链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福田法院” ）签发的（2019）粤0304民初33817号民事判决书，民

事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事实与理由:原告和被告润泰供应链分别于2016年5月20日、2017年1月9

日、2017年2月5日签订《供应链服务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

《补充协议(二)》第一条约定:“乙方(被告一)为甲方(原告)提供物料代采服务，

根据甲方的指令向指定供应商进行物料采购......若供应商未履行交货或采购服

务未达成，或因甲方业务经营需要而全部或部分收回上述预付货款，则乙方应

在订单取消或接到甲方收回该等款项通知后的2个工作日内返还上述预付货

款至甲方，并向甲方支付资金占用费0.6％/月，不足整月按天计算。若乙方未能

按时还款，则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乙方还应承担甲方由此而遭受的损失，此

外乙方应按未偿还金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 为了担

保被告润泰供应链上述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补充协议 (二)》第二条约定:

“为保证本次合作的顺利开展及甲方的资金安全，乙方实际控制人(高伟、杨学

强、蔡昌富)就上述预付货款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保证的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预付货款、资金占用费；乙方应当支付的违约金、甲方实现

债权的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诉讼费、调查保全费、财产保

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登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等)。 因此，被告

蔡昌富、高伟、杨学强应就被告润泰供应链欠付原告的预付货款、资金占用费

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多次向被告润泰供应链支

付预付货款，被告润泰供应链也多次退还预付货款，被告润泰供应链最后一次

向原告退款的时问为2018年3月。 截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被告润泰供应链

在案涉协议项下欠付的预付货款本金金额为3900万元。 原告的100控股股东

九有股份及原告分别于2018年9月18日和2018年10月25日向被告润泰供应链

发出《问询函》和《催款函》，要求被告润泰供应链偿还3900万元欠款并支付

相应资金占用费。根据《补充协议(二)》的约定，被告润泰供应链应当自原告提

出还款要求的2个工作日内还款，即应在2018年9月20日之前还款，但被告润

泰供应链至今未按原告要求偿还所欠款项， 已构成违约， 应承担相应违约责

任。 2019年1月，原告将上述对被告润泰供应链享有债权中的一部分(1150万

元)转给第三方北京春晓致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并已就债权转让事宜通知被

告润泰供应链。 因此，截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被告润泰供应链欠付原告的

预付货款本金金额为2750万。 为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

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润泰供应链辩称，一、原告与被告润泰供应链之间履行的是委托采购

协议，被告润泰供应链已经按照指示对外支付或已经退回走账资金，被告润泰

供应链不存在应当向原告返还借款的法律依据。 二、原、被告之间的发生的全

部资金往来，均系配合原告进行资金空转、且已经平账。三、原告不享有对被告

润……的债权， 无权以该债权作为收购北京春晓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

北京汉诺睿雅公关顾问有限公司的57％股权的对价， 并将虚假的债权进行转

让。四、原、被告系兄弟公司，基于集团公司九有股份的经营或控制需求频繁发

生资金调账，无法彻底分清双方财务账目，存在财务混同的客观特征。

被告蔡昌富称， 被告蔡昌富在签署补充协议二的时候是担任被告润泰供

应链的法定代表人，其签署名字是履行职务行为，而不代表个人愿意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同时该协议处也没有单列保证人落款的签字的位置，该

处也没有被告蔡昌富的签字，因此被告蔡昌富对原、被告之间的供应链服务协

议及补充协议无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高伟未答辩。

被告杨学强辯称，被告杨学强对补充协议二的签署不知情，同时为作为当

事方在补充协议二中签字没有明确的同意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

示，无需对原被告之间的供应链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承担保证责任。

福田法院经审理查明，认为，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合意。 本案的《供应链

服务协议》虽约定的合同内容为货物代采，但根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二)》的约定，双方实际达成的合意系被告润泰供应链取得原告交付的资金后

可自行支配，其对原告有付本还息的义务，故双方系借款合同关系。 根据原告

提交的银行业务回单及《补充协议(二)》载明内容，原告已实际交付被告润泰

供应链9000万元，根据双方形成的垫资对账单，被告润泰供应链尚欠3900万

元款项未还， 现原告明确其已将其中1150万元债权让与案外人北京春晓致信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主张被告润泰供应链偿还其尚欠借款2750万元，符合法律

规定与合同约定，福田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资金占用费与违约金，根据本案

两份补充协议，该资金占用费率为月0.6％，违约金为日0.1％，鉴于本案双方为

借款合同关系，故该两项约定分别属利息及逾期付款利息之约定，根据两《补

充协议(二)》之约定，被告润泰供应链应于收到原告收回款项通知后2个工作

日内还款，原告虽提交其2018年10月25日作出的催款函，但未有证据证明其

确将该催款函有效送达被告润泰供应链， 故其应以被告润泰供应链收到本案

起诉状之日即2019年7月25日为有效通知为宜， 因合同约定之违约金与资金

占用率之和高过法定标准，即根据《补充协议(二)》之约定，被告润泰供应链应

于2个工作日内还款付息，即自2019年7月30日后利息应按2％/月计算。 根据

双方确认的垫资对账单， 至2018年7月31日， 被告润泰供应链应付利息为

256308元；此后的应付利息为以3900万为本金，按照月息0.6％自2018年8月1

日计至2019年1月10日；以2750万元为本金，按照月息0.6％自2019年1月11日

计至2019年7月29日；以2750万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自2019年7月30日

计至还清之日止。 对于原告过高部分的主张，福田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至于被告润泰供应链主张双方为供应链服务合同关系， 因其未提交证据

证明双方实际履行货物代采的合同内容，亦与两份补充协议约定不符，故对该

辩称福田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其主张其已清偿本案债务，以及加盖有其财务专

用章的垫资对账单系因案外人九有股份利用派驻人员控制公司所形成的，并

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一方面，根据案外人九有股份已就包括知情权在内的股东

权益无法实现向其提起诉讼， 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盖然性原则其主张其公司财

务由该案外人派驻人员把控与事实不符，且依据常理，如若该证据确由作为原

告母公司的案外人九有股份擅自形成，则其无理由将欠款金额由2018年1月的

7200万元缩减为之后的3900万元；另一方面，该主张与其于2018年9月20日作

出的回函内容不符， 虽然其同样以案外人九有股份派驻人员把控公司印章为

由主张该回函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 但鉴于其使用同一印章完成本案诉讼的

授权，故福田法院可合理推定案外人九有股份未取得过该印章，故回函应系其

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本案的垫资对账单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福田法院依法

予以采信。鉴于被告润泰供应链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另有进行对账，

故福田法院以该证据作为确认合同履行情况之依据。

本案被告蔡昌富在约定其承担達带保证责任之《补充协议(二)》上签字，

应视为其对该保证内容之知晓与确认， 故原告主张其对本案被告润泰供应链

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符合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 福田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至于该被告辩称其签字仅系履行职务行为，不是其个人意思表示，该主张

有违常理且没有法律依据，福田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至于原告主张被告高伟、被告杨学强就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

合同依法为要式合同，现原告未有证据证明该两被告与其签订书面保证合同，

故其该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福田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该判决尚未生效，故公司暂时无法判断对本期

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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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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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年7月10日上午9:15-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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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0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2829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志兰女士。

本次股东大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8,582,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937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名，其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8,568,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9345%；通过网络投票股东1名，其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31%。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4,1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0032%，其中现场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通

过网络投票股东1人，代表股份13,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31%。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朱志兰女士、吕家国先生、张勰先生、秦燕霞女士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朱志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188,568,5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其中，中

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32%；

表决结果：朱志兰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吕家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188,568,5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其中，中

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32%；

表决结果：吕家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张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188,568,5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其中，中

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3%；

表决结果：张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秦燕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188,568,5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其中，中

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3%；

表决结果：秦燕霞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袁树民先生、强永昌先生、彭贵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袁树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188,568,5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其中，中

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32%；

表决结果：袁树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强永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188,568,5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其中，中

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3%；

表决结果：强永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彭贵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188,568,5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其中，中

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3%；

表决结果：彭贵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朱洁女士、葛晓琳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职

工代表监事鲁学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选举朱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188,568,5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其中，中

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3%；

表决结果：朱洁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02选举葛晓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数188,568,5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其中，中

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数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3%；

表决结果：葛晓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嘉坦律师事务所徐涛、卢超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嘉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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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0年7月10日，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

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3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部董事。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朱志兰女士主

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上海摩恩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 出席会议董事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朱志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人；反对、弃权均为0人。

同意选举朱志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简历详见附件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人；反对、弃权均为0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设立

了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任期与董事会

任期一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长朱志兰女士、独立董事强永昌先生、独立董事袁树民先生组成，其中主任委

员由董事长朱志兰女士担任。

2、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彭贵刚先生、独立董事袁树民先生、董事吕家国先生组成，其中主任委员

由独立董事彭贵刚先生担任。

3、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袁树民先生、独立董事强永昌先生、董事张勰先生组成，其中主任委员由

独立董事袁树民先生担任。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强永昌先生、独立董事彭贵刚先生、董事长朱志兰女士组成，其中

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强永昌先生担任。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人；反对、弃权均为0人。

经总经理提名，同意续聘张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简历详见附件一）。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021-58979608

传真：021-58979608

邮箱：investor@mornelectric.com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附件一：简历

（一）朱志兰女士

198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5�年1月至2018年8

月，任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8年9月起任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2019年1月起任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7月起同时兼任上海摩恩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志兰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6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2%，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问泽鸿

先生配偶的妹妹，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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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询，朱志兰女士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

（二）张勰先生

1987�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中共党员，毕业于复旦大学，本科学历。获得电气工

程自动化专业和会计专业双学士学位。 2009年7�月加入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任总经理秘书职

务。 后相继担任审计部经理、生产部经理、销售管理部经理职务。 2014年7月聘为公司运营总监。 2016年

3月8日至2017年7月12日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自2017年7月12日起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运营总监。

张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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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询， 张勰先生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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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2020年7月

10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日以电话通知方式通知。 应出席会议

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推举鲁学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监事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鲁学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人；反对、弃权均为0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选举鲁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鲁学先生

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附件：简历

鲁 学：男，1978年8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1998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技术部工程

师。鲁学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08年4月28日选举成为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2011年6月3日至

2014年6月5日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2011年6月15日当选为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2014年6月6日至

2017年6月5日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自2017年7月12日起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鲁学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日，鲁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鲁学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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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经查询，鲁学先生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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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动减

持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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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于近日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藏金宝藏”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832,344股，占公司总股本0.40%。 经与第一

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联系获悉，西藏金宝藏因质押股份违约导致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被动

减持。截止目前，公司未收到西藏金宝藏关于该事项的任何书面通知，西藏金宝藏可能存在继续减持的情

况，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20年7月6日 7.618 1,025,371 0.14%

集中竞价 2020年7月7日 7.607 758,916 0.11%

集中竞价 2020年7月8日 7.476 584,328 0.08%

集中竞价 2020年7月9日 8.01 463,729 0.06%

合计 - 2,832,344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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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46,082,118 6.44% 43,249,774 6.0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6,082,118 6.44% 43,249,774 6.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有关说明

1、西藏金宝藏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2、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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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减持股份，应当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

以备案。 ”西藏金宝藏未在本次减持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构成违规减

持。

3、除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到的上述信息外，公司尚未收到股东就此

事项的任何书面通知。 公司将督促股东加强对《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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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的学习，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

2020-066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

拍卖进展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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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情况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文化” 或“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披露了《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存在被处置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因质押式证券回

购纠纷，上海金融法院将拍卖、变卖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力

控股” ）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4,473,628股，占公司总股本7.61%。

公司于2020年7月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4），华力控股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4,473,628股于2020年7月4日至2020年7月5日在“公

拍网”（www.gpai.net）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网络拍卖，青岛西海岸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海岸控股” ）以最高应价竞得上述股份共计54,473,628股。

公司于近日获悉，西海岸控股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19）沪74执483号之一、

（2019）沪74执483号之二）。

1、《执行裁定书》（2019）沪74执483号之一主要裁定内容：

“一、被执行人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持有的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证券代码：000802，无限售流通股27,236,814股归买受人青岛西海岸控股

发展有限公司所有，上述股票的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青岛西海岸控股发展有限公司时起转移。

二、将被执行人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证券子账户号码：0800178962，持有证券简称：北京文

化，证券代码：000802，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共计27,236,814股，以每股人民币7.02元，过户到青岛

西海岸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名下，证券子账户号码：0800437051。

三、买受人青岛西海岸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

2、《执行裁定书》（2019）沪74执483号之二主要裁定内容：

“一、被执行人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持有的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证券代码：000802，无限售流通股27,236,814股归买受人青岛西海岸控股

发展有限公司所有，上述股票的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青岛西海岸控股发展有限公司时起转移。

二、将被执行人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证券子账户号码：0800178962，持有证券简称：北京文

化，证券代码：000802，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共计27,236,814股，以每股人民币7.02元，过户到青岛

西海岸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名下，证券子账户号码：0800437051。

三、买受人青岛西海岸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

二、买受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青岛西海岸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2、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053093765J

3、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滨海大道2567号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刘鲁强

6、经营范围：现代产业投资与运营；国有资源整治及开发投资；产业投资咨询；经政府批准的国家法

律、法规禁止以外的其他投资与运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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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有关说明

1、本次拍卖过户完成前，华力控股持有公司股份108,510,309股，占公司总股本15.16%；累计质押股

数为106,540,588股，占公司总股本14.88%；累计被冻结股数为108,510,309股，占公司总股本15.16%；

本次拍卖过户完成后，华力控股将持有公司股份54,036,681股，占公司总股本7.55%；累计质押股数为

52,066,960股，占公司总股本7.27%；累计被冻结股数为54,036,681股，占公司总股本7.55%。 本次拍卖

过户完成前，西海岸控股持有公司股份23,377,291股，占公司总股本3.27%；本次拍卖过户完成后，西海

岸控股将持有公司股份77,850,919股，占公司总股本10.87%。

2、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述股东股份被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等一切均正常有序进行。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拍卖股份尚未完成过户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西海岸控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华力控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37

证券简称：保利联合 公告编号：

2020-24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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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

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87,

625,3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元（含税）29,

257,518.54元，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449,382,279.43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87,625,3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0.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

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60000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7月2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7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7月20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68 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611 贵州盘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7月10日至登记日：2020年7月1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北路213号久联华厦八楼证券部

咨询电话：0851-86751504

传真电话：0851-86748121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0-076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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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22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20年5月23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348,163,85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4.8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3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9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8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7月1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7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7月1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29 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08*****730 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 00*****706 耿建明

4 00*****661 邹家立

5 01*****830 刘山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7月8日至登记日2020年7月1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五、股东承诺减持价格的除息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股东邹家立、曹西峰、谢金永、赵亚新、刘山等人分别于2008年8月1日所作的追加承诺（具体内容详见2008年8月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上述股东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减持价格调整为不低于1.185元/股。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公司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

3.咨询联系人：张星星；

4.咨询电话：0316-5909688；

5.传真电话：0316-5908567。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408

证券简称

:

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

:2020-061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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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利润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1,748,234,653.00股为基数，其

中回购股份26,974,600.0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8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2、证券除权除息参考价的相关参数和公式：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 额=（公司总股本-回购

股份）×分配比例，即139,858,772.2元=(� 1,775,209,253.00股-26,974,600.00股)× 0.08�元/股。 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利润分派总额/总股本）=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78784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以1,748,234,65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8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本次利润分派权。

2、自2019年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

4、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1,748,234,653.00股

为基数，其中回购股份26,974,600.0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8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72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8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公司本次利润分派

方案以扣除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后的最新股本总额为基数。

3、本次权益分派以每股分配比例不变为原则。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7月1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7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7月16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36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 01*****414 车成聚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7月8日至登记日：2020年7月1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206号

咨询联系人：姜能成

咨询电话：0533-7699188

传真电话：0533-7699188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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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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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26

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2019年末总股本606,817,

9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41,263,621.82元，剩余未

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2019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

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公司本次实施权益

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06,817,9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0.68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12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36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68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7月1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7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7月1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38 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7月9日至登记日：2020年7月1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河北省玉田县无终西街3129号

联 系 人：杜林虎 董玉沾

咨询电话：0315-6198181

传真电话：0315-6198179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3、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