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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

2020-056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屋租赁合同诉讼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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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宁波明州一三七一城隍商业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一三七一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诉讼事项，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已经出具一审

判决。后一三七一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0年5月9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0年9月16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及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一三七一

公司不服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已立案审查。

●公司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

●法院判决金额：一三七一公司支付公司至2018年6月28日止的欠付租金512.77万元及滞纳金、房

屋占有使用费（按自2018年6月29日起至实际归还日止的租金标准计算）、水电费等；公司返还一三七

一公司已支付的职工薪酬40.98万元，支付加固、改建费用400万元。

●该案件目前处于执行阶段。

一、 公司房屋租赁事项的主要情况

公司于2014年11月28日与一三七一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公司将拥有的位于宁波

市海曙区药行街195号（证载面积18,260.40平方米，其中公司已经出租给浙江麦当劳餐厅食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麦当劳）的面积除外）的城隍庙商城地块等房产出租给一三七一公司，租期自2014年12

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 2014年12月5日，公司与一三七一公司签订了《员工借用协议》。 2016年2月

16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二》，租期延长至2024年5月30日。上述合同、协议签订后，一三七一公司开始

承租支付租金。公司于2015年7月20日按照房屋现状向一三七一公司交付房产。一三七一公司开始对租

赁房产进行装修工程，直至2018年5月1日开业。 租期内，一三七一公司出现逾期不付租金及员工工资，

且未按期提供后续银行保函，公司催要无果。 2018年5月16日，公司向一三七一公司发出《催告函》，但

其收到函件后未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补救措施。 2018年6月27日， 公司按合同约定向一三七一公司发出

《解除函》，一三七一公司依然未向公司赔偿损失，拒绝归还房屋。

二、 诉讼案件的具体情况

鉴于一三七一公司上述严重违约行为，公司多次与其协商谈判无果，2018年11月30日，公司向宁波

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12月4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就上述诉讼案件出具受理案件通

知书。法院受理前述诉讼案件后，一三七一公司（反诉原告、原审被告）向法院提交《民事反诉状》，法院

合并审理，并向公司（反诉被告）出具《应诉通知书》。

2019年10月10日，公司收到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浙0203民初16303号民事判决

书。后一三七一公司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提起上诉。 2019年12月3月，公司

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举证通知书、传票，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一三七一公司

提出的上诉请求。

2020年5月9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浙02民终511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一三七一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判决

生效后，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2020年6月10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执行立案。

公司与一三七一公司签订合同的具体情况以及诉讼情况，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14-042、

2014-043、2014-044、2014-045、2014-047、2015-004、2015-030、2016-004、2016-005、

2018-066、2019-038、2019-056、2019-067、2020-035。

三、 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2020年9月16日， 公司收到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及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案号

（2020）浙民申3197号，再审申请人一三七一公司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2民终

5113号民事判决书，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已立案审查。

（一） 一三七一公司再审请求

请求撤销一审、二审民事判决书；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依法改判，支

持再审申请人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二） 一三七一公司申请再审理由，主要如下：

一三七一公司认为公司延迟交付房屋；公司出租的房屋质量不合格、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加固；公司

房屋长时间改扩建，造成其长期不能正式使用租赁房屋；一三七一公司认为只使用部分员工，无义务负

担未提供劳务员工的薪酬；一三七一公司认为开业经营不到两个月，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其已投入大量资

金，其是守约方，合同不能解除；一三七一公司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有错误。

四、 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尚未对再审申请裁定立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是否正式立案存在不确定性，

尚无法准确评估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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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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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香溢大酒店二楼会议室（宁波市海曙区西河街1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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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1,14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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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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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现场会议主持人：邵松长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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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韦斌董事、杨旭岑董事、尹丽萍独立董事、王泽霞独立董事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陈燕监事、方泽亮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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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80,008,442 99.3715 820,828 0.4531 317,700 0.1754

2、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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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788,702 98.6981 2,358,268 1.301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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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55,861,453 98.0026 820,828 1.4400 317,700 0.5574

2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

事津贴的议案

54,641,713 95.8627 2,358,268 4.1373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第1项议案《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按照市场水平及公司实际情况确定2020年度审计

报酬。

2、 上述第2项议案《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同意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由每人每年

5万元（含税）调整为每人每年7万元（含税），调整后的津贴标准自2020年7月1日开始执行。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农、肖玥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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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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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航空运输业

职工人数：6195

经营范围：主营项目类别：航空运输业 一般经营项目：国际货运代理；航空货运代理服务；航空运输

货物打包服务；装卸搬运；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货物检验代理服务；货物报关代理服务；联合运输代理服

务；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

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停车场经营；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行李包裹寄存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

屋租赁；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软件零售；软件开发；软件服务；

软件测试服务；软件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物业管理； 许可经营项目：货运

站服务；航空货物运输；道路普通货运（无车承运）；出租车客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普通货物运输

（搬家运输服务）；道路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

（罐式）； 第三方药品现代物流业务 （接受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委托储存配送药品， 特殊管理的药品除

外）；内贸液货危险品运输；危险化学品运输。

股权结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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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议

拟新增注册资本：面议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15个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资本结构优化，增资人持续经营发展。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本次增资公开挂牌期间，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或各意向投资人均未按时支付

保证金；或经过竞争性谈判后未能确定最终投资人；或所有最终投资人未能与增资人及增资人原股东就

增资协议的条款达成一致；或未取得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同意；或国资委、民航局等上级主

管部门不同意。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在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50.5%；新增股东（含员工持股）

持股比例不超过49.5%。

具体股权比例以最终经南航集团审批的竞争性谈判结果为准。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2020年6月30日，关于增资人自评估基准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实现的利

润，在计提法定盈余公积后，将可分配部分全部向原股东进行分红；按照未经审计的公司财务报表，上述

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额为0.45亿元。 针对上述分红事项，增资人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期间损益情况进行专

项审计，并依据审计结果确定最终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额及向原股东分配金额。 意向投资人在进行投前

估值时应对增资人评估基准日企业价值、 上述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额、2020年9月1日至本项目交割日

（以增资协议中约定为准） 的盈利、 子公司评估基准日至本项目交割日的归母利润进行汇总考虑并报

价。

2、 本项目披露的2019年度审计数据为增资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年度模拟合并财务

报表。

项目联系人：陈嘉伟

联系方式：020-88520965、1868889346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1-1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汕头市濠江区海电八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汕头市濠江区海电八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发电与销售；电力成套设备、产品的销售；新能源的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服

务；机械设备的销售、租赁；机电设备销售及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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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权结构：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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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持股比例80%

拟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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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来的资金将用于汕头中澎三海上风电场项目前期开发工作，包括场址勘察、环境评价调查等。

海电八期希望投资方通过参股合资，支持汕头中澎三海上风电场项目发展。 投资方应明确选用上海电气

生产的设备。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增资人提出项目终止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0%，新进股东持股比例为8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2、本次增资拟征集投资方数量：1个。

3、本次增资底价以经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计算。 4、增资人成立于2019年12月23日，故无法

提供2018年、2017年审计报告。

5、增资后海电八期的第一届董事会计划由5人组成，其中原股东委派人1人，投资方委派人4人。。 董

事会实行一人一票，并按《公司法》规定行使职权。 6、本次增资后，增资方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设立股

东会，双方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对于海电八期公司章程修改、汕头中澎三海上风电场项目

主机设备合同采购事项，需取得全体股东同意。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1-06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

600489

股票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

2020-048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网站域名及邮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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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工作需要，现将公司网站域名及邮箱进行调整，有

关情况如下：

1.公司官方网站的域名由www.zjgold.com变更为zjgold.chinagoldgroup.com。

2.公司邮箱由zjgold@zjgold.com变更为zjhj@chinagoldgroup.com。

上述变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原网站域名和邮箱将停止使用。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其

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8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38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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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于2020年9月16日收到公司副总裁、总工程

师汪爱兵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汪爱兵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职务，

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汪爱兵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

止本公告日，汪爱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

汪爱兵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汪爱兵先生为公司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8日

股票代码：

601886

股票简称：江河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50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重大工程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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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近日

与贵阳宏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该工程名称为贵阳花果园D区东塔写字

楼B4层、1层、3-13层、17-52层、54-56层、60-62层、67-71层室内精装修工程。该项目位于贵阳市南

明区，合同总金额为100,000,000元，约占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0.53%，预计总工期为8个月。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7日

股票代码：

600109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编号：临

2020－46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兑

付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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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6月18日发行了2020年度第四期短期融

资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2.34%，发行期限为91天，兑付日为2020年9月17日（详

见2020年9月10日登载于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

com、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四期短期融

资券兑付公告》）。

2020年9月17日，本公司兑付了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05,833,972.60元。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26

证券简称：

*ST

胜利 公告编号：

2020-139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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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9

月11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于2020年9月16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董事徐洋先生、董事刘金先生、独立董事黄辉先生和独立董事张雪芬女士以通

讯方式参加会议，应到董事6名，实到董事6名。会议由董事长高玉根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和业务发展需要，拓宽资金渠道、优化财务结构、补充流动资金，公司

拟向招商银行苏州分行申请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含）的综合授信融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

人民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 现根据业务需要，将经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对招商银行苏州分行的原授信期限两年延长至2023年10月31日。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 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

的融资金额为准。

为高效、有序的办理融资业务，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根据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决

定使用授信额度，并签署在授信事宜中产生的各项法律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等有

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 在授信期限内，上述授信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466

证券简称：蓝光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0-116

号

债券代码：

136700

（

16

蓝光

01

） 债券代码：

150312

（

18

蓝光

06

）

债券代码：

150409

（

18

蓝光

07

） 债券代码：

155484

（

19

蓝光

02

）

债券代码：

155163

（

19

蓝光

01

） 债券代码：

162505

（

19

蓝光

07

）

债券代码：

155592

（

19

蓝光

04

） 债券代码：

163275

（

20

蓝光

02

）

债券代码：

162696

（

19

蓝光

08

） 债券代码：

163788

（

20

蓝光

04

）

四川蓝光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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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1,422,143,043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6.86%，本次解除质押112,000,000股后，蓝光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总数为641,18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45.09%，占公司总股本的21.13%。

●蓝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杨铿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69,642,24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8.31%， 本次解除质

112,000,000股后，蓝光集团及杨铿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总数为641,18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36.23%，占公司

总股本的21.23%。

公司于2020年9月17日接到控股股东蓝光集团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112,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8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69%

解质时间 2020年9月16日

持股数量 1,422,143,043股

持股比例 46.8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641,18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5.0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13%

经与蓝光集团确认，本次解质股份后续将基于蓝光集团生产经营及发展需求进行质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422,143,043 46.86% 641,180,000 45.09% 21.13%

杨铿 347,499,198 11.45% 0 0.00% 0.00%

合计 1,769,642,241 58.31% 641,180,000 36.23% 21.13%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9月18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

外）在“淘宝网”（www.taobao.com）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弘高创意股票（002504）13,115,731 股（限售流

通 A股）

起拍价：1800 万元；保证金：200 万元；增价幅

度：5 万元及其倍数。

具体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

信息可在“淘宝网”（www.taobao.com）上查询。

联系电话：021-63616999��13761138777�（拍

卖辅助机构：上海大公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年 9 月 18 日

拍 卖 公 告

调查通知书送达公告

薄彬（身份证号：1302821982****5117）：

因涉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证

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依法对你立案调查。

因多次与你联系未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调查

通知书》（浙证调查字 2020558 号。 请于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来中国证监会浙江

监管局接受调查，逾期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571-88473333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东部软件园 1 号

楼三楼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00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2020年 9月 18�日

调查通知书送达公告

胡皓（身份证号：4304031981****1017）：

因涉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证

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依法对你立案调查。

因多次与你联系未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调查

通知书》（浙证调查字 2020559 号。 请于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来中国证监会浙江

监管局接受调查，逾期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571-88473333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东部软件园 1 号

楼三楼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00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2020年 9月 18�日

调查通知书送达公告

余海峰（身份证号：4301041972****3013）：

因涉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证

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依法对你立案调查。

因多次与你联系未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调查

通知书》（浙证调查字 2020561 号。 请于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来中国证监会浙江

监管局接受调查，逾期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571-88473333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东部软件园 1 号

楼三楼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00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2020年 9月 18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拟通过挂牌华融

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交易中心” ）

对拥有的重庆水波洞建材有限公司等 35 户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

价转让，为了广泛征集意向受让方，现公告如下：

截至交易基准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336,182,207.90�元，其中本

金人民币 302,293,012.10元，利息人民币 33,889,195.80元。

公告期限：2020年 9 月 18 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

有意向者可于挂牌期限内通过华融交易中心进行受让登记， 挂牌

时间及竞价时间以华融交易中心官网公示为准。

交易对象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

上述转让项目详细情况，欢迎意向受让方登录华融交易中心网站：

https://www.chamcfae.com/ 查询。

华融交易中心咨询电话：袁女士 010-57780785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咨询电话： 曹女士

023-6771985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20 年 9 月 18 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公开竞价公告

证券代码：

688003

证券简称：天准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37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

2%

暨回购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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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75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7,5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35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8月18日、2020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031）。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9月16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4,094,

698股，占公司总股本193,600,000股的比例为2.1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3.00元/股,最低价为29.5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8,442,075.79元（不含交易佣金手续费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8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北源玻璃有限公司78.81%股权、

1698.088713万元债权及实物资产一批（土

地、房屋、构筑物）

6419.08 1769.84

公司主要生产药用玻璃包装产品， 产品覆盖药用钠钙玻璃管、 药用低硼硅玻璃

管、药用中硼硅玻璃管、药用低硼硅玻璃管（棕色）、低硼硅玻璃安瓿、中硼硅玻

璃安瓿、低硼硅玻璃安瓿（棕色）、中硼硅玻璃安瓿（棕色）、钠钙玻璃管制口服

液体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等。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975.039113

2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117871.33万元债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172.35亩商住用地， 总建

筑面积48.9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18.13万

平米。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22094

3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22582.94万元债权

89513.26 49673.5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国西部装饰材料物流中心” 项目，

该项目建筑面积259204.69㎡，其中：商业100054.74㎡、酒店7617.5㎡、办公楼

43663.05㎡、公寓37898.01㎡、车库66520.03㎡、配套设施及机备用房3451.36㎡。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7338.84

4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90%股权及5085

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力，公

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2746.369

5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矿产资源

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30680.73

6

北碚区温泉谷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组团

JG-D5-1/01号宗地99%权属份额

-- --

宗地面积142988㎡， 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容积率1.01， 计容面积不得大于

144418㎡，用地性质为R1一类居住用地。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44451

7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鸿企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2548.17 989.64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工业企业物业服务，具有国家二级物业管理资质，目前在管物

业约1030万㎡，其中工业物业面积约960万㎡，小区物业约9.7万㎡，商业写字楼

约56万㎡，分布在重庆各区共计40余个项目。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34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