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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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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代表“西藏信托－鼎证4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下

简称“西藏信托” )持有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98,868,76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81%。 同时西藏信托委托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证券")成立“九州

证券九藏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资管计划” )，对“西藏信托－鼎证48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进行管理。

●现九州证券拟通过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减持西藏信托所

持公司股份，本次拟减持共计不超过98,868,760股,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减持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 采取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方式的，自

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起3个交易日后进行； 协议转让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5%。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

述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西藏信托－鼎证48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98,868,760 10.81% 司法划转取得：98,868,760股

注： 西藏信托-鼎证48号信托计划所持股份系2016年7月和公司大股东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

司签署债务代偿暨投资协议后通过司法划扣的方式取得，详见2016年7月5日的《关于股东股权司法扣

划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24）。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西藏信托－鼎证48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7,793,240 1.9463%

2019/9/9 ～

2020/7/23

7.09-15.25 2020/3/19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西藏信托－鼎证4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不 超 过 ：98,

868,760股

不超过：

10.81%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8,

284,203股

大宗交易

减持， 不超过：

36,568,406股

协议转让

减持， 不超过：

98,868,760股

2020/9/4 ～

2021/2/10

按市场价

格

2016年司法

划扣取得

资管计划已

于 2020年 7

月31日届满

清算， 清算

期减持变现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西藏信托在通过司法划扣取得上述股份后，继承了股份出让方出具的“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

诺” ：本次发行的西藏珠峰股份限售期为2015年8月20日起36个月。上述股份已在2018年8月20日解除

限售条件。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相关风险提示

1、西藏信托的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

监会公告（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等规定。 信托计划管理人九州证券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九州证券将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

述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二)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

9号）、《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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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发

[2017]2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票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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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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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8/19 － 2020/8/20 20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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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6月29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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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744,4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37,22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8/19 － 2020/8/20 2020/8/2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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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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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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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2）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 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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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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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元，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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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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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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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按 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045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居民企业含义的公司股东（含机

构投资者），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

（4）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 （“沪股

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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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04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

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本次权益分派事项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91-87077366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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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320SH10G

0229】

南安市隆盛

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证券

化不良资产

债权

注册资本：9,056.0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感

应、 温控水龙头及微电子产品软件系统的开

发咨询服务和系统集成设计； 开发销售数控

车床仪表，数控仪表加工技术咨询服务；生产

销售：卫浴洁具、陶瓷阀芯、橡胶塑料配件、箱

包扣具。模具设计、机械零配件制造加工 。企

业自产产品及原辅材料、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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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陆 超 渊 联 系 方 式 ：

021-62657272-825

-

2020-08

-24

【G32020SH1

000202】

无锡兆禾文

化旅游发展

有 限 公 司

17%股权及

转让方对标

的 企 业

5295.24 万

元债权

总资产：32,563.92万元； 净资产：1,050.51万

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组织

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国内旅游业务；入境

旅游业务；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销售

及相关配套服务； 房屋租赁 （不含融资租

赁）；物业管理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园林工

程策划、设计、施工；土木工程建筑业及工程

准备活动；对市政工程及设施建设、管理、维

护（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花卉苗木种植；

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公司礼仪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各

类广告；为酒店提供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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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 小 丽 联 系 方 式 ：

020-83627452、13509955970

5,

473.830

000

2020

-09-04

【G32020SH1

000201】

无锡兆禾文

化旅游发展

有 限 公 司

16%股权及

4967.97 万

元债权

总资产：32,563.92万元； 净资产：1,050.51万

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组织

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国内旅游业务；入境

旅游业务；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销售

及相关配套服务； 房屋租赁 （不含融资租

赁）；物业管理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园林工

程策划、设计、施工；土木工程建筑业及工程

准备活动；对市政工程及设施建设、管理、维

护（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花卉苗木种植；

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公司礼仪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各

类广告；为酒店提供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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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 小 丽 联 系 方 式 ：

020-83627452、13509955970

5,

136.060

000

2020-09

-04

【G32020SH1

000126】

湖南长城医

疗科技有限

公 司 100%

股权

净资产：21,784.63万元 ； 注册资本：10,

847.03万元；经营范围：医疗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电子产品研

发；一类医疗器械的研发；二类医疗器械的研

发；电子产品生产（限分支机构）；二类医疗

器械生产；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互联网信息

服务；移动互联网研发和维护；物联网技术研

发；软件开发；软件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一类医疗器械、二

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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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联 系 人 ： 王 迪 联 系 方 式 ：

010-51917888-309

21,

784.630

000

2020-09

-04

【G32020SH1

0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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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676

110

2020-09

-01

【G32020SH1

0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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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91

765

2020-09

-01

【Q32020SH1

0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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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000

000

2020-08

-31

【Q32020SH1

0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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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230

000

2020-08

-28

【G32020SH1

00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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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993

78

2020-08

-28

【G32020SH1

00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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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0

0

2020-08

-28

【G32020SH1

0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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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000

0

2020-0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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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2020SH1

000864】-

【GR2020SH1

000866】

【GR2020SH1

000868】-

【GR2020SH1

000874】

上海江森房

屋设备有限

公司部分资

产

标的所在地区：上海长宁区

资产类别：不动产

详 见 网

站

详见网站

【GR2020SH1

000861】

上海中冶新

型材料有限

公司部分资

产（辅助生

产设备）

1、 转让标的包括机器设备33项， 运输设备5

台，电子设备63项，共计101台（套），具体详

见挂网附件 《辅助生产设备资产明细表》。

2、本次挂牌价格为不含税价。

186.732

800

2020-08

-25

【GR2020SH1

000867】

中航动力国

际物流有限

公司部分资

产（株洲市

芦淞区宇航

路 138号新

华仁家小区

2套住宅和2

个地下停车

位）

1、 标的资产为株洲市芦淞区宇航路138号新

华仁家小区11栋的203与204室和地下负一

层停车位12、13号。 转让方于2014年8月购买

取得房屋所有权及车位使用权。 2套住宅均已

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

住宅，203室建筑面积为135.7平方米，204室

建筑面积为134.8平方米。 2个地下停车位为

使用权，根据购买时签订的《车位使用权转

让协议》， 车位使用期限自该车位交付之日

起20年， 使用期满后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保持不变， 承受人有权按建筑占用范围内土

地使用权的剩余使用年限继续使用该车位，

而无需再向出让方支付使用费。

21

6.45000

0

2020-09

-08

【GR2020SH1

000862】

中 远 海 运

（上海）有

限公司部分

资产（上海

市黄浦区湖

北 路 20 号

401-404室

共 4 套 房

产）

上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号401（A）室，面积：

165.83，挂牌价格：774.4260万元 上海市黄浦

区湖北路20号402（B）室 ，面积：85.44，挂牌

价格：412.6750万元 上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

号403 （C） 室， 面积：115.51， 挂牌价格：

541.7420万元 上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号404

（D）室，面积：134.56，挂牌价格：612.2480万

元

2,

341.091

000

2020-09

-08

【GR2020SH1

000860】

上 海 电 气

（集团）总

公司部分资

产（上海市

杨浦区控江

路 1505 弄

41 号 301

室）

实际用途：公寓；房屋规划用途：住宅；房屋建

筑面积 (平方米 )：99.61； 使用期限说明 ：

2000.9.13-2070.9.12；房屋装饰情况：标的所

在“华升新苑” 小区，一梯二户，房型为二室

二厅一卫；配套设施：水、电、通讯、燃气等设

施齐全； 周边环境： 所在社区及周边环境成

熟，商业及交通便利；详情请见联交所官网公

告

673.200

000

2020-08

-24

【GR2020SH1

000859】

上 海 电 气

（集团）总

公司部分资

产（上海市

杨浦区控江

路

1507-1513

号 （单）底

层、 二层商

场房地产）

使用期限说明：2000.9.13-2070.9.12；配套设

施：水、电、通讯、燃气等设施齐全；周边环境：

所在社区及周边环境成熟，商业及交通便利；

详情请见联交所官网公告

5,

791.000

000

2020-09

-07

【GR2020SH1

000855】

中华人民共

和国常熟海

关部分资产

（1 批 报 废

办公设备）

标的所在地区：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资产

类别：机械设备；数量：509；详情请见联交所

官网公告

1.00600

0

2020-0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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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2,419.999900万元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237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成果转让：乘客信息系统，通信技术，电子

商务平台技术，电子产品（含IC卡及IC卡读写

机），数据采集、存储、处理技术，电子支付系统

技术，移动刷卡技术及系统，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智慧社区管理系统，互联网技术、智

慧城市信息技术、网络商城平台技术；承接：通

信工程、网络工程（凭资质经营）；服务：项目

工程咨询， 互联网及计算机相关技术检测，网

页设计，电信增值业务，投资管理（除证券、期

货），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会务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不含

演出及演出中介），代理票务（除航空机票代

理）；租赁：计算机；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五金交

电、建筑材料、日用百货；设计、制作、发布、代

理:国内广告；停车管理软件和设备的开发、销

售、运营；智慧加油系统的研发及设备销售；旅

游景区互联网系统建设；高度公路互联网平台

建设、销售、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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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中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7.3752%�； 杭州

五色土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7.7134%；

上海联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2721%； 中车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0515%；杭州真宏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0515%；中银通支付商

务有限公司8.0515%； 杭州华夏八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4074%；杭州瓯维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7096%；浙江浙商产融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6839%； 无锡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 2.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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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完成后持

股比例不超过20%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少于1家，不超过10

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职工是否参

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通过本次增资融入的资金主要用于平台

研发、 场景整合及运营开支。 平台研发约占

30%，场景整合约占30%，运营开支约占20%，

市场开支约占10%；场景建设约占5%，其他开

支约占5%。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

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确认

为最终投资人。

增资终结条件:

（1） 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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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资份额不超过增资后八维通的20%股

权， 增资后股权结构视本次实际征集情况而

定。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62657272�-�14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10-1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

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

600758

证券简称：辽宁能源 公告编号：

2020-044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冻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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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煤集团” ）持有本

公司133,568,44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10%。累计冻结本公司股份数量为133,568,444�股，占

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10%。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

通知》(2020司冻0811-02号)，根据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沈煤集团所持有的

本公司124,315,992股无限售流通股于2020年8月11日被司法冻结。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冻结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冻结股

份是否

为限售

股

冻结起

始日

冻结到

期日

冻结申

请人

冻结原因

沈阳煤业

（集 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否 124,315,992 93.07% 9.40% 否

2020-08-1

1

2023-08-1

0

太原铁路

运输中级

法院

与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

借款合同纠

纷

合计 124,315,992 93.07% 9.40%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沈阳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133,568,444 10.10% 133,568,444 100% 10.10%

合计 133,568,444 10.10% 133,568,444 100% 10.10%

特此公告。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股票代码：

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0-067

债券代码：

136332

债券简称：

16

泰豪

01

债券代码：

163427

债券简称：

20

泰豪

01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终止审查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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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撤回公司2020年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相关申请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日披露的《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申请文件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63）。

中国证监会在收到公司提交的相关撤回申请后，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

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决定终止对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并于2020年8月11日向公司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20]82号）。

后续公司将结合相关政策、 资本市场情况及实际需求等因素在修改和调整相关发行方案并履行

完毕相关决策程序后尽快向中国证监会重新提交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材料。 目前修改方案及重新

提交申请的计划暂未确定，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13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20-063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7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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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20年1-7月新签合同额人民币5,13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其中海外合同人民

币123.9亿元。

7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1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1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钢铁集团永锋临港先进优特钢产业基地项目 50.0

2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德阳高新区三星湖水利工程基础配套设施及高新区骨干路网

建设“打捆” 项目勘察、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

40.2

3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东西城市轴线沱江大道（龙泉驿区界-金简黄快速路）工程

第六、七批次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项目

18.0

4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鄂州市将军大道（孙权大道-保税区）、文塘路（鄂东大道-吴

楚大道）道路工程总承包项目

16.0

5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祥威实业有限公司智能锁厂及物流转运中心一期项目 15.0

6 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苍梧县六堡茶特色小镇旅游扶贫（一期）六堡茶产业园项目 10.8

7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怡小区安置区工程项目 10.0

8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周口港区未来家园六期A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二片区） 10.0

10亿以上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170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059

证券简称：倍加洁 公告编号：

2020-035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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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2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扬州倍加洁日

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加洁日化” ）通知，因业务发展需要，倍加洁日化申请变更经营范围，并经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通过， 取得了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新《营业执照》 。 具体内容如下：

倍加洁日化原经营范围为：

牙刷、卫生湿巾、湿巾、漱口水、牙线、牙签刷、日用刷、牙膏的研发、生产、销售；化妆品的批发；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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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加洁日化变更后经营范围为：

牙刷、卫生湿巾、湿巾、漱口水、牙线、牙签刷、日用刷、牙膏的研发、生产、销售；化妆品的批发；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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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化妆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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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929

证券简称：湖南盐业 公告编号：

2020-076

债券代码：

110071

债券简称：湖盐转债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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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湖南盐业” ）于2020年8月12日收到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平安证券” ）出具的告知函，其原指派的保荐代表人张勰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的

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平安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冯海斌先生（简历后

附）接替其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相关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欧阳刚先

生、冯海斌先生，持续督导期至2021年12月31日止。

特此公告。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附件：

冯海斌先生简历

保荐代表人，现任平安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副总经理，曾负责或参与富煌钢构首次公开发行股

份并上市项目、湖南盐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湖南盐业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项目、 会稽山2017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可交换公司债项

目、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可交换公司债项目、广州珠江实业集团小公募公司债项目、广州国资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小公募公司债项目、禹洲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私募公司债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工

作经验。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47

2020

年第三期中期票据发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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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49）。

2018年12月26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8]MTN778号），同意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60亿元，注册额度自交易商协会发出《接受

注册通知书》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本期中期票据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联席主承销。

2020年8月12日，公司完成上述《接受注册通知书》的2020年第三期中期票据20亿元人民币的发

行。 本期中期票据产品简称为“20金地MTN003” ，产品代码为“102001504” ，发行规模20亿元，发行

期限3年，发行利率为3.83%，起息日为2020年8月12日，到期日为2023年8月12日。本期中期票据发行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按年付息。

公司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

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960

证券简称：克来机电 公告编号：

2020-076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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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谈士力持有公司股份57,098,9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88%。 本次股份解除质

押后，谈士力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谈士力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104,138,4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91%。本次股份解

除质押后，谈士力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2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谈士力的通知， 获悉谈士力已于2020年8月11日将质押给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13,651,

120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股份被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谈士力

本次解质股份 13,651,12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3.9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23%

解质时间 2020年8月11日

持股数量 57,098,945.00

持股比例 21.8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谈士力解除质押股份不用于后续质押。 未来如有变动，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谈士力共持有公司股份57,098,9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88%。本次股份

解除质押后，谈士力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谈士力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104,138,40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9.9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谈士力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股票代码：

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0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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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近日，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明先生

的通知，获悉李明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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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李明 是 5,800,000 7.87% 1.56% 2019.11.20 2020.08.11

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 5,800,000 7.87% 1.56%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 至 公 告 披 露 日 ， 上 述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所 持 质 押 股 份 情 况 如 下 ：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冻结/拍卖

等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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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

73,734,

050

19.79%

25,530,

000

34.62% 6.85% - - - -

李新生

44,737,

620

12.01%

26,650,

000

59.57% 7.15%

26,650,

000

100% 6,903,214 38.17%

李媛媛 714,228 0.19% - - - - - 535,670 75%

合计

119,185,

898

31.99%

52,180,

000

43.78% 14.01%

26,650,

000

51.07% 7,438,884 11.10%

三、 备查文件：

1、《交易中心客户证券成交查询》；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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