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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suaee.com

；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

689

号

1

号楼，咨询电话：

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15

号，联系电话：

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www.suaee.com

股权/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信息披露截

止日期

【G32020SH1000123】

营口建润置业

有限公司100%

股权

总资产：14,026.49万元；净资产：815.60万元；注册资本：

5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室

内装璜；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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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联系人：王迪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822.676110 2020-09-01

【G32020SH1000125】

营口建裕置业

有限公司100%

股权

总资产：9,370.48万元；净资产：714.69万元；注册资本：

5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室

内装璜；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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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联系人：王迪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720.091765 2020-09-01

【Q32020SH1000016】

长江经济联合

发展（集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0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

0.12%）

注册资本：82,517.2034万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

贸易（除专项审批项目外），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货运代理，仓储服

务，供应链管理、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食品流通，医疗

器械，煤炭的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国内外经济信息咨

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项目联系人： 陈陈 联系方式： 62657272-320、

18516718763

373.000000 2020-08-31

【Q32020SH1000015】

上海永生助剂

厂 有 限 公 司

62%股权

总资产：8,185.08万元； 净资产：7,914.91万元； 注册资

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电镀助剂，涂料金属切削液，

清洁剂，（产销）；电镀、废水处理专业的四技服务。

项 目 联 系 人 ： 王 泽 川 联 系 方 式 ：

021-62657272-555、18621623750

4,

470.230000

2020-08-28

【G32020SH1000198】

上海通达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

司20%股权

总资产：219.89万元； 净资产：143.49万元； 注册资本：

50.00万元；经营范围：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服务；出

境旅游业务：工艺美术品（除金银饰品）、百货、五金交

电、矿产品、针纺织品、汽配、建材、装潢材料、金属材料零

兼批代购代销；国内航空客运机票、国内火车票、船票代

售。

项目联系人：付阳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07

28.699378 2020-08-28

【G32020SH1000199】

洛阳轴承集团

铁路轴承有限

公司 2.46%�股

权

总资产：9,359.71万元；净资产：-9,299.04万元；注册资

本：6,100.00万元；经营范围：轴承开发、制造、销售：磨

料、磨具及电子产品开发、销售；机床、仪器销售；机械、电

控设备检修；经营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

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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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联 系 人 ： 侯 蓓 蓓 联 系 方 式 ：

021-62657272-180

0.000100 2020-08-28

【G32020SH1000200】

上海鼎融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40%股权

总资产：90.58万元；净资产：17.15万元；注册资本：50.00

万元；经营范围：从事电子、计算机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五金交电，通信设备及

相关产品，办公用品，建筑装潢材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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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6.860000 2020-08-28

【G32020SH1000157-2】

四川西南机械

工业联营集团

公 司 0.85% 股

权

总资产：2,471.48万元；净资产：670.64万元；注册资本：

887.40万元；经营范围：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

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摩托车及配件,拖拉机及配件,成员

企业生产的产品。 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监

控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农、林、

牧渔机械及配件。

项目联系人： 张昕 联系方式：010-51918743、

15911119649

5.700000 2020-08-27

【G32020SH1000197】

东亚联合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7%股权

总资产：103,509.81万元；净资产：71,467.22万元；注册

资本：10,0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屋建筑、装饰、基础、

市政工程施工、维修，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拆房工

程，电气、暖通、给排水安装施工，机械施工，不锈钢及铝

合金制作安装；国内贸易（除专项专控）；实业投资，资产

管理； 承包境外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

程；上述境外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以上述项目相关的咨询、科研

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附设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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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联 系 人 ： 于 玲 玲 联 系 方 式 ：

021-62657272*810

5,

002.710000

2020-08-27

【Q32020SH1000014】

西安元创化工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1416万股

股份 （占总股

本的8.045%）

注册资本：17,600.0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煤化工成套技

术的研发、转让、服务；煤种评价；煤化工、石油化工、天然

气化工、有机合成及环境保护用催化剂的研发、生产、经

营；专业用化学品（易制毒、危险、监控化学品除外）研

发、生产、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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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联 系 人 ： 万 雅 宁 联 系 方 式 ：

021-62657272*324、17317627136

2,

506.320000

2020-08-26

【G32020SH1000196】

招 商 局 铝 业

（重庆）有限公

司45.76%股权

总资产：28,748.49万元；净资产：14,441.84万元；注册资

本：5,000.00万元；经营范围：铝合金锭、板、带、箔材、铝

制品的生产及销售；海洋工程材料、节能门窗、组合活动

房屋的研发、生产、销售；金属制品、木制品、泡沫塑料制

品的生产、销售；船舶舾装；建筑装修工程；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

项目联系人： 汪小丽 联系方式：020-83627452、

13509955970

6,

609.000000

2020-08-26

【G32020SH1000194】

上海华奥电竞

信息科技有限

公 司 6.60% 股

权

总资产：业务无法提供；净资产：20,125.00万元；注册资

本：5,000.0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

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

告，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性互联网文化信息

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演出经纪，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票务代理，知识产权代理服务（除专利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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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 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

18612445820

1,

781.773400

2020-08-25

【G32020SH1000195】

广船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24%

股权

总资产：1,554.01万元； 净资产：1,328.57万元； 注册资

本：5,000.00万元；经营范围：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具

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网址：http://cri.g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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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联系人： 汪小丽 联系方式：020-83627452、

13509955970

600.000000 2020-08-25

【G32020SH1000092】

北京惠物润美

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3,272.76万元；净资产：110.32万元；注册资本：

100.00万元；经营范围：零售日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

帽、厨房用具、皮革制品、化妆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

行车）、塑料制品、陶瓷制品、礼品、宠物食品、宠物用品、

玩具、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珠宝首饰、钟表、眼

镜、花卉、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照相器材、计算

机及辅助设备、家具、摩托车零配件、食用农产品；摄影扩

印服务；修鞋和配钥匙；验光配镜；汽车装饰；洗衣代收；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火车票销售代理；航空机

票销售代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销

售医疗器械I、II类、汽车；餐饮管理；出版物零售；销售食

品；道路货物运输；零售药品；零售烟草。（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道

路货物运输、零售药品、零售烟草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项目联系人： 张昕 联系方式：010-51918743、

15911119649

1,

569.096228

2020-08-25

【Q32020SH1000012】

青岛三能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

57.78%股权

总资产：2,973.07万元；净资产：833.33万元；注册资本：

630.00万元；经营范围：ＭＱＤ煤炭采制样系列装置和高

新技术电力设备、仪器仪表的研制、生产、销售、电力设备

安装、电力机械设备。

项目联系人： 胡丹 联系方式：010-51915379、

15801035531

595.920000 2020-08-21

【G32019SH1000450-3】

西藏白玛甘泉

水业股份有限

公司7500万股

股份 （占总股

本 的

40.5406%）

总资产：12,189.79万元；净资产：10,457.17万元；注册资

本：18,500.00万元；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非酒精饮料)

生产兼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经营该项目】

项目联系人：杨宸 联系方式：17310541994

3,

697.290000

2020-08-21

【Q32020SH1000011】

光大冶金发展

（大连）有限公

司100%股权

总资产： 未提供； 净资产：124,000.00万元； 注册资本：

34,091.98万元；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

冶炼技术研发；有色金属销售；国内一般贸易；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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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联 系 人 ： 时 浩 峰 联 系 方 式 ：

021-62657272-834/13661441586

69,

360.000000

2020-08-20

【G32020SH1000191】

上海久裕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25%股权

总资产：480.72万元； 净资产：282.71万元；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室内装潢，经销建筑材

料、机电设备、百货，收费停车场库（配建）

项 目 联 系 人 ： 顾 明 明 联 系 方 式 ：

021-62657272*666/13816932164

80.000000 2020-08-20

【G32020SH1000146】

深圳美信半导

体技术有限公

司21%股权

总资产： 未提供； 净资产：998.25万元； 注册资本：1,

000.00万元；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为企业提供管理服务；投资咨询

（不含限制项目）；半导体、元器件专用材料开发、购销；

半导体设备的购销； 半导体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电子智能

控制器、汽车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智能家居及周边产品

的研发与销售；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嵌入式软件

的技术开发与销售；通用机械设备、自动化设备及其零部

件的设计、销售、租赁；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

商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经营电子商务。 许可经营项

目是：半导体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封装、测试、

购销；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电子智能控制器、汽车电子产

品、家用电器、智能家居及周边产品的生产；通用机械设

备、自动化设备及其零部件的加工、制造。

项 目 联 系 人 ： 汪 小 丽 联 系 方 式 ：

020-83627452/13509955970

210.000000 2020-08-19

【G32020SH1000188】

上海财大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200万股 股份

（占总股本的

10%）

总资产： 未提供； 净资产：2,491.36万元； 注册资本：2,

000.00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的研制、开发、销售、

技术安装、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除专项

审批），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电信业务,

代理记账。

项 目 联 系 人 ： 徐 佳 奕 联 系 方 式 ：

021-62657272-141

249.200000 2020-08-19

【G32020SH1000098-2】

上海桑迪精细

化工研究所有

限公司45.07%

股权

总资产：665.12万元；净资产：377.71万元；注册资本：1,

638.46万元；经营范围：精细化工原料及制品（不含危险

品）、药物中间体、涂料、胶制剂、农药中间体研制、开发、

生产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和设备安装；水处理工程；消

毒剂销售（限分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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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何培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5

153.210000 2020-10-13

【G32020SH1000154-2】

江苏中科时代

电气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 300

万股股份 （占

总 股 本 的

5.988%）

总资产：9,519.04万元； 净资产：3,787.33万元； 注册资

本：5,010.00万元；经营范围：低压电控配电设备及其元

器件、中高压配电设备及其元器件、电力滤波装置、无功

补偿装置、机电一体化产品、电源产品、电动汽车充电设

备、智能化工控网络及软件技术以及科技成果中介、转让

和组织研发、生产、经营;代理销售电梯、空调及配件并提

供安装、售后服务;承接机电设备、电梯、空调安装工程;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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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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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204.106860 2020-08-25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

日期

【TR2020SH1000077】

第二届上海市

幼儿平衡车联

赛赛事赞助权

益招商

赛事赞助商权益如下： 1、影像资料：可用于企业品牌宣

传（使用形式及内容需经组委会确认，使用有效期以合

同为准）。 2、服装及号码牌广告：可在工作人员服装及

号码牌指定区域呈现企业LOGO（LOGO尺寸需符合赛

事裁判组规定）。 3、新闻发布会：企业代表出席，发布会

背景板及签到背景板呈现企业LOGO。 4、 赛事开幕式

及颁奖仪式邀请企业嘉宾出席。 5、赛事现场品牌展示：

赛事现场主背景、媒体采访背景、赛场内围挡（如有）广

告板、 现场指引牌、 赛事证件、 奖杯及证书等展示企业

LOGO；赛事秩序册内1页单独广告业展示企业品牌宣传

内容；企业自行决定是否提供的参赛纪念品、礼品、赛事

奖品等（由企业自行提供，组委会安排发放，开赛前30天

企业应提供设计样品，并与赛事组委会协商确认）；赛事

主会场专属展位，按场地规定进行搭建。 6、赛事视频：

新闻报道中企业元素露出。 7、媒体宣传：赛事官方媒体

宣传新闻稿件不少于5篇， 赛事新闻稿件中企业信息不

少于3篇

40.000000 2020-09-02

【TR2020SH1000076】

第二届上海市

幼儿平衡车联

赛总冠名权益

招商

独家总冠名权益如下： 1、冠名授权：“xxxx“杯第二届

上海市幼儿平衡车联赛。 2、产品名义授权：“xxxx“杯

第二届上海市幼儿平衡车联赛官方指定*** （***为企业

产品品类、企业名称等，使用有效期以合同为准）。 3、影

像资料：可用于企业品牌宣传（使用形式及内容需经组

委会确认，使用有效期以合同为准）。 4、服装及号码牌

广告： 可在工作人员服装及号码牌指定区域呈现企业

LOGO（LOGO尺寸需符合赛事裁判组规定）。 5、新闻

发布会：冠名企业代表出席并发言，发布会背景板及签到

背景板呈现企业LOGO。 6、 赛事开幕式及颁奖仪式邀

请冠名企业嘉宾出席并登台致辞。 7、 赛事现场品牌展

示：赛事现场主背景、媒体采访背景、赛场内围挡（如有）

广告板、现场指引牌、赛事证件、奖杯及证书等展示企业

LOGO；赛事秩序册内2页单独广告业展示企业品牌宣传

内容；企业自行决定是否提供的参赛纪念品、礼品、赛事

奖品等（由企业自行提供，组委会安排发放，开赛前30天

企业应提供设计样品，并与赛事组委会协商确认）；赛事

主会场专属展位，按场地规定进行搭建。 8、赛事视频：

主持人带企业名称口播，新闻报道中企业元素露出，赛事

直播体现企业品牌形象。 9、媒体宣传：赛事官方媒体宣

传新闻稿件不少于10篇，赛事新闻稿件中企业信息不少

于5篇

100.000000 2020-09-02

【GR2020SH1000789】

江西财富广场

有限公司新余

胜利北路分公

司 部 分 资 产

（江西省新余

市胜利北路洪

客隆商业街C

幢 3401-3403

室房产）

房屋规划用途： 住宅， 房屋建筑面积：128.01平方米、

103.65平方米、126.72平方米

125.430000 2020-08-26

【GR2020SH1000790】

江西财富广场

有限公司新余

胜利北路分公

司 部 分 资 产

（江西省新余

市胜利北路洪

客隆商业街C

幢 2401-2403

室房产）

房屋规划用途： 住宅， 房屋建筑面积：128.01平方米、

103.65平方米、128.01平方米

125.880000 2020-08-26

【GR2020SH1000794】

中电投贵州金

元集团云南会

泽新能源有限

公司部分资产

（2条 35KV送

出 线 路 资 产

（含对侧间隔

工程））

标的所在地区：云南省曲靖市，资产类别：机械设备，规格

型号：1*JL/G1A-150/35、1*JL/G1A-150/35、后两项无

规格型号，主要功能用途：两条35kv送出线路、2座变电

间隔

2,

544.854900

2020-08-27

增资项目信息

阜阳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阜阳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7,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2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商品房出租；房屋建筑工

程设计；拆迁工程（不含爆破拆除）、道路维修工程、土石方

工程、室内装饰工程施工；制冷设备安装、销售、维修；物业、

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15

拟新增注册资本：3,000.000000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2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阜阳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流动

资金，用于阜阳市颍州区2018-8号地块项目的开发建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

向投资人；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要求；最终投资人

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增资人主动申请终

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5%；投资方(增资引进方

共计)1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及相关规章制度，

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安徽保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提名3名董事，新入投资方提名2人，董事长由安

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担任。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9-25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国药控股创科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国药控股创科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批发业

职工人数：40

经营范围：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

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纺

织品、卫生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

理咨询，物业管理，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停车场（库）经

营，家政服务，会展服务，医疗器械、机电设备销售、安装及

维修（以上两项限上门），计算机维修（限上门），环保建

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

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空气净化系

统工程的设计及安装（限上门），空气净化设备、电子通讯

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水质污染防治设备、水处理设备、环

保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照明设备、

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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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上海永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45.00%；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4.50%；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祺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5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428.58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解决公司资金链安全问题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

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对应资产评估结果，并取

得融资方有权批准机构同意，则增资达成。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出资比例不低于70%，新增投资

人合计不超过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09-2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国药控股创服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国药控股创服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5,444.446501万元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40

经营范围：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计算机技术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纺织品、

卫生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物业管理，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停车场（库）经营，家政服

务，会展服务，医疗器械、机电设备销售、安装及维修（以上

两项限上门），计算机维修（限上门），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

工，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

饰装修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空气净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及安装

（限上门），空气净化设备、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水

质污染防治设备、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

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照明设备、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的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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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上海永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5.00%；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44.50%；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祺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5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2333.34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解决公司资金链安全问题。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

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对应资产评估结果，并取得融

资方有权批准机构同意，则增资达成。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出资比例不低于70%，新增投资人

合计不超过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09-2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宏盛华源铁塔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40,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职工人数：15

经营范围：输变电工程铁塔、钢管塔（含跨越塔）、钢

管杆（桩），变电站构支架（含钢管式、角钢结构式），广

播、微波通信铁塔（含角钢式、钢管式）及桅杆产品，5G智

慧杆产品，新能源（风电、光伏、光热）钢支架，地脚螺栓、

铁附件产品，钢结构件（含建筑钢结构、电气化铁路接触网

钢结构）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检修和技术咨

询服务；太阳能光热发电设备与材料制造、风力发电装备

与材料制造；照明、路灯杆、管道和钢管柱制造、安装、维

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金属构件、紧固件（含非标准

件）、防爬刺、钢网架、金属护栏、铁塔攀爬机及导轨、防坠

落装置、航空警示灯的销售；热浸镀锌加工及金属表面处

理；设备租赁；电力技术咨询与服务；建筑工程施工；钢结

构工程安装与施工；普通货运及代理；废旧金属回收；仓储

物流（含装卸搬运）服务；承包各类境外及境内招标工程；

经营或代理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

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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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6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6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面议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降低带息负债。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1. �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

资人； 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最终意向投资

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当增资人提

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独资单位合计

持股不低于50%；外部投资人合计持股不超过50%，且单

一投资人的持股比例不高于33%。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 �募集资金总额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

公积，归由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2.�本次增资中，预留不超

过1亿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公司股东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电工电气” ）所属独资企业陕西银

河电力杆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银河杆塔” ）

按照外部投资人的增资价格、 以非货币资产同步认购，山

东电工电气及陕西银河杆塔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50%。

3.�其他信息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备查文件。意向投资

人需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保密承诺后，

方可查阅增资人置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文件。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010-51915336、13691580217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9-23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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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

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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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因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完成后，“联创转债” 转股价格不变。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16日公开发行了3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联创转债，债券代码：12810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

款，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联创转

债” 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

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

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鉴于公司于近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但本次回

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联创转

债” 转股价格不变。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根据《业务实施细则》、《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

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

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

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

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

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

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根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预案》， 以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回购专户股数

（2,4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1元（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不送红股。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本

次利润分配。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

规定，“联创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8.82元/股调整为14.4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披露的《关于“联创

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已于2020年8月5日办理完成了4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公司总股本由929,146,873股减至929,025,193股，共计121,680股的回购注销。 本次注

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本的0.0131%， 回购价格为4.11元/股， 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500,104.8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0）。

根据上述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情况，

“联创转债” 转股价格不变。 计算过程如下：

P0=14.48元/股，A=4.11元/股，k=-121,680/929,146,873=-0.0131%

P1=（P0+A×k）/（1+k）=14.48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联创转债” 转股期为2020年9月21日至2026年3月16日，目前“联创转债” 尚未进入

转股期。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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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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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168万股，涉及4名激励对象，占联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联创电子” ）总股本的0.0131%

2、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公司总股本由929,146,873股减少至929,025,193股。 近日，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 公司于2019年3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股权激励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书。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认为激励对象符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 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至2019年4月8日通过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和公司公告宣传栏进行公示，并于2019年4月9日披露了《第七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召开了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

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公司于2019年4月13日披露了《联创电子关于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3、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

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

定。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此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4、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登记工作，并于2019年6月10日披露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5、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修订后的激励计划的内容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违反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监事会

认为，公司此次对《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

修订不会导致提前行权、解除限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6、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召开了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修订本次激励

计划事宜。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7、 公司于2020年6月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

授予但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情况

发表了独立意见。

8、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召开了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

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此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12.168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变更注册资

本、修改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八章规定

了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 “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

的，其已行权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进行注销；已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

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公司4名获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

激励资格， 公司对其持有的已授予但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2.168万股进行回购

注销，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4%。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方案》，以公司总股本550,787,263股减去公司回购专户2,440,000股后548,347,26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4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4,

675,626.83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不送红股。 该利润分配方

案已于2019年6月27日实施完毕。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方案》， 以未来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回购

专户股数（2,44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10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不送

红股。 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5月29日实施完毕。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关于授予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

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

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2）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即：《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和《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实施后，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P=(7.00-0.045)/(1+0.3)

=5.35元/股；(5.35-0.01)/(1+0.30)=4.11元/股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7元/股调整为4.11元/股，回购

价格为授予价格。

三、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0年7月15日出具了大华验字[2020]

000385号《验资报告》，审验了联创电子截至2020年7月15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

情况。 认为：联创电子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29,146,873.00元，股本为人民币929,146,

873.00元。 根据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及回

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规定，联创电子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121,680.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929,025,

193.00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2020年7月15日止，联创电子已减少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121,680.00元。

四、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减少121,680.00元，总股本由929,146,873股减少

至929,025,193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3,902,220 0.42 -121,680 3,780,540 0.41

高管锁定股 1,450,030 0.16 0 1,450,030 0.16

股权激励限售股 2,452,190 0.26 -121,680 2,330,510 0.2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25,244,653 99.58 0 925,244,653 99.59

三、总股本 929,146,873 100.00 -121,680 929,025,193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

仍具备上市条件，同时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法规要求执行。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公司

将及时进行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章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等事项。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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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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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4元（含税）

每股转增股份0.3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8/12 － 2020/8/13 2020/8/14 2020/8/13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经公司2020年6月2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20年6月30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刊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和转增股本以权益分派实施之股权登记日总股本194,015,82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4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6,596,537.88元，转增58,204,746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52,220,566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8/12 － 2020/8/13 2020/8/14 2020/8/1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⑴除4名自行发放对象以外的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均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

派发。

⑵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上海康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Hong� Kong� CIG� Holding� Company,� Limited所持股份

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⑴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对股东的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

内（含1个月）的，其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代为申报缴纳。

⑵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

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306元。 上述股东应在股权登记日次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本

公司提供证券账户卡复印件、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相关经办人联系方式等文件资

料，并以专人或者邮寄的方式送达，公司将据此办理代缴手续。如该类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上述《通知》的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⑶对于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即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股息红利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并向公司主管

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306元。 如相关股东属于其他国

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可按照相关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或委托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⑷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股东（含

机构投资者）以及除前述QFII、沪股通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公司不代扣代缴，实际派发现金股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34元。

⑸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来源为公司股本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根据现行税收政策，

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 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

股）

80,481,272 24,144,382 24,144,382 104,625,654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流通

股）

113,534,548 34,060,364 34,060,364 147,594,912

1、 A股 113,534,548 34,060,364 34,060,364 147,594,912

2、 B股

3、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三、股份总数 194,015,820 58,204,746 58,204,746 252,220,566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52,220,566股摊薄计算的2019年度每股收益为0.086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80233300转7091分机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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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份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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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份变动属于执行司法裁定

●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股份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0年8月5日，公司收到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通信托” ）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信达” ）分别发来的《通知》及转交的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大连

中院” ）作出的（2018）辽02执1438号之九执行裁定书。 大连中院裁定将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简

称“政泉控股” ）持有的709,886,375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8.62%）抵偿国通信托对政泉控股

享有的6,090,825,100元民事债权，该裁定于2020年8月3日生效。

根据国通信托及中国信达的通知，上述法院裁定抵债的股票属于信托财产，国通信托依据信托合

同，以信托财产原状向信托受益人中国信达分配信托利益，将大连中院裁定项下的709,886,375股公

司股票分配至中国信达。

截至本公告日，政泉控股持有1,799,591,164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1.86%。 如上述股份

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政泉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将减少至1,089,704,789股，占公司总股本13.24%。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变动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62%，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时间尚不确定。 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