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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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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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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106.704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813%；

2、本期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9月5日；

3、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

为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并根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董事的相关授权，办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除限售条件部分的股票解除限

售事宜。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8年7月2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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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

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 国浩律师（深

圳）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浩律师” ）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和胜工业

铝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上海荣正投资咨

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正咨询” ）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

2、公司已在内部对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18年7月3日

至2018年7月12日，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没有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拟激励对

象提出的异议或不良反映。 此外，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查，并于2018年7月14日出具了《监事会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18年7月20日， 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 《关于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8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对《关于公司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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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公告。本激励计划获得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其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4、2018年7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原131名激励对象中，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

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本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131名变更为126名，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85.88万股变更为369.12万股。国浩律师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

事务所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事项的法律意见书》、荣正咨询就本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5、2018年8月24日，公司完成了本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鉴于在资金缴纳、权益登

记过程中，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公司实际

向122名激励对象授予3,623,1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6.423元/股，本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18年8月29日。

6、2019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对已离职的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6.63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

象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回购价格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律师” ）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7、2019年7月8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及数量的议案》，确定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授予对象及其股份数量，同意拟向2名激励对象授予5.8

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8、2019年8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信达律师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的法律意

见书》。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1、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届满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为自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

限售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30%。 公司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18年7月20

日，上市日为2018年8月29日，截至2019年8月29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

已届满。

2、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符合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解除限售条件。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以2017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18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

于20%。

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

为106,465.92万元，较2017年

营业收入增长26.59%，公司业绩指

标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4

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

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若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

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

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

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根据下

表确定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比例：

考评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评价标准（S） S≥90 90＞S≥80 80＞S≥60 S＜60

标准系数 1.0 0.8 0.6 0

根据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120名激

励对象2018年度绩效情况进行了

考核，120位激励对象均达到个人

绩效考核指标。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

不存在差异。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9月5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20人；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06.704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813%；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具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本期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陈华平 财务总监 2.00 0.6 1.4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

员工（119人）

353.68 106.104 247.576

合计 355.68 106.704 248.976

注：激励对象中陈华平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将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6,837,019 58.20 -1,066,040 105,770,979 57.2

高管锁定股 20,907,946 11.39 1,000 20,908,946 11.39

股权激励限售股 3,556,800 1.94 -1,067,040 2,489,760 1.36

首发前限售股 82,372,273 44.88 - 82,372,273 44.8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6,719,781 41.80 1,066,040 77,785,821 42.38

三、总股本 183,556,800 100 - 183,556,800 1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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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限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可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9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0.14%；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日期：2019年9月6日。

一、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15年8月5日，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同时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15年8月21日，公司召开2015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恒逸石

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事项，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同时，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中止、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

宜，终止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此外，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办

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3、2015年8月2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激励对象从16人调整为15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从1,200万股调整为1,170万股。并

于当日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对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及授予事项

符合相关规定。

4、2015年9月15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登记手续，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1,17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 详见公

司于2016年9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5-063）。

5、2016年6月3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根据《公

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批失效，应回购注

销对应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同意回购并注销15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所涉及的已授予但

未满足解锁条件的共计292.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5.35元/股。 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

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6-056）。公司九届十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并对注销股票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监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法规要求执行。

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6-057）。

6、2017年8月28日，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四个解锁期之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15名激励对象在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第四个解锁期的2,925,000股限制性股票按规定解锁。 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

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7-097）。

7、2017年8月28日，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四个解锁期之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15名激励对象在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第四个解锁期的2,925,000股限制性股票按规定解锁。 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

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7-098）。

8、2018年4月23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暨2017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同意以2017年12月31日总股

本1,648,424,3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转增659,369,744.8股。

9、2018年8月27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之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15名激励对象在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解锁期的4,095,000股限制性股票按规定解锁。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之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同意公司15名激励对象在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解锁期的4,095,000

股限制性股票按规定解锁。

10、2019年8月29日，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之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14名激励对象在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第四个解锁期的3,920,000股限制性股票按规定解锁。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解锁期之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 同意公司14名激励对象在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四个解锁期的3,920,

000股限制性股票按规定解锁。

二、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1、锁定期届满

根据《恒逸石化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5年8月25日，自首次授予日起满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

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四次解锁期， 截至目前，该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第四个锁定期已届满。

2、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1、恒逸石化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员；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

规定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以2012-2014年平均净利

润为基数，201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0%。 以上

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

据。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1) 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6,205.28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53,

688.02万元， 均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即2015-2017年的平均水平），2015-2017年平均

净利润89,983.32万元、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平均净

利润55,979.78万元。 (2)�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53,688.02

万元，与2012-2014年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平均净利

润9,465万元相比，增长率为1,524%，不低于400%。

以上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

算依据。 因此，上述业绩条件均已达标，满足解锁条

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对应解锁期的上一年度绩效考核为

“合格” 及以上，才能全部或部分解锁当期限制性股

票， 若对应解锁期的上一年度绩效考核为 “不合

格” ，则取消当期获授限制性股票，当期全部份额由

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个人层面业绩成就情况：2018年，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拟进行第四次解锁的14名激励对象的绩效考

核结果均为“优秀” ，满足解锁条件。

三、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2016年6月3日公司回购并注销15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所涉及的已授予但未满足

解锁条件的共计292.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5.35元/股，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

票数量从1,170万股减少至877.5万股。 公司2018年5月24日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以截

止2017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648,424,36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00元（含税），共分现金红利 329,684,872.4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 公司总股本为1,648,424,362股增至2,307,794,106股。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数量从877.5万股增加至1228.5万股。 2018年10月，因1名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7.5万股，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股票数量从1228.5万股减少至1211万股。根据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第四个解锁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即本次可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92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4%，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4

名。

姓名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已回购注销

数量(万股）

本次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剩余未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解锁占授予

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本次解锁占

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方贤水 490 122.5 122.5 0 0.04% 25%

邱奕博 140 35 35 0 0.01% 25%

王松林 98 24.5 24.5 0 0.01% 25%

倪德锋 98 24.5 24.5 0 0.01% 25%

核心管理人员

及子公司总经

理（10人）

812 220.5 185.5 0 0.07% 23%

合计 1,638 427 392 0 0.14% 24%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9月6日。

五、股份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股权激励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次解除限售完成后，公司总股本未发生

变化，但股本结构发生变化。 详见下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股权激励解除限售

股票数量(股)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562,990,118 19.81% -3,920,000 559,070,118 19.67%

其中：

1.股权激励限售股 15,659,000 0.55% -3,920,000 11,739,000 0.41%

2.首发后限售股 534,610,368 18.81% 0 534,610,368 18.81%

3.高管锁定股 12,720,750 0.45% 0 12,720,750 0.45%

二、无限售流通股 2,278,735,356 80.19% 3,920,000 2,282,655,356 80.33%

三、总股本 2,841,725,474 100.00% 0 2,841,725,474 100.00%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四个解锁期解锁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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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新增轮候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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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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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到公司控股股东曹永贵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新增被轮候冻结。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数量

（股）

本次轮候冻结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

轮候冻结执行人

名称

轮候冻

结日期

(月)

委托日期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湖南省郴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36

2019-08-2

7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湖南省郴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36

2019-08-2

7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

36

2019-08-2

8

二、累计轮候冻结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轮候冻结数量

（股）

本次轮候

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

轮候冻结执行人名称

轮候

冻结

日期

(月)

委托日期

1 曹永贵 是 3,975,037 1.26%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36 2018-10-08

2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36 2018-11-01

3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36 2018-12-03

4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36 2018-12-03

5 曹永贵 是 86,422,488 27.48%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8-12-04

6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8-12-06

7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9-02-01

8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9-03-12

9 曹永贵 是 2,230,000 0.71%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36 2019-04-02

1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36 2019-05-09

11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9-06-25

12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36 2019-07-23

13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00%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9-07-25

14 曹永贵 是 3,800,000 1.21%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 36 2019-08-01

15 曹永贵 是 3,648,649 1.16%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 36 2019-08-02

16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36 2019-08-07

17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9-08-13

18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9-08-13

19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36 2019-08-21

20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9-08-27

21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9-08-27

22 曹永贵 是 314,470,479 100%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36 2019-08-28

合计 ——— 5,446,074,317 1731.82% ——— ——— ———

股份轮候冻结原因：上述曹永贵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系曹永贵先生的债务纠

纷所致。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永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计314,470,4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32.74%。 其中累计质押的股份为共计307,367,670股， 占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

97.74%，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00%；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共计314,470,479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74%；累计被司法轮候冻结5,446,074,

317股，超过其实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四、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此次股份冻结事宜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无直接影响，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

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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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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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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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30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328号《关于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以下简称“关注函” ）。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关注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

落实和回复,现公司预计无法在2019年9月4日前完成《关注函》的回复，经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请求延期至2019年9月7日前回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股票代码：

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37

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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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所涉及的

具体合作事宜尚需各方进一步沟通和落实，相关实施细节还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双方目前仅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工作还有待

进一步推进，且项目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故目前尚未对公司当年业绩产生影响。

一、合作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日与浙能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资本”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并将在基金、项目投资、企业管

理与文化建设等领域展开积极合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88号248室

法定代表人：夏晶寒

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01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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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及地点

合作框架协议由双方于2019年9月2日在浙江省杭州市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无须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宗旨与原则

甲乙双方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愿意建立长期、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发挥各自资

源优势，开展能源项目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等相关领域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本协议是指导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本协议框架下涉及的具体业务，需在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并符合双方业务审批条件和规定程序的前提下，另行签订合同或协议。

（二）合作领域与合作方式

1.基金合作

甲乙方将开展多层次的合作。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乙方愿意积极参与甲方发起的绿色新能源产业、能源科技等其他

主题的股权投资基金。

待条件成熟后，甲乙双方愿意探讨乙方参股甲方下属的浙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事宜。

2.项目投资合作

根据甲乙双方投资布局和发展需要，甲乙双方将持续向对方进行项目推介，通过投资

等方式，围绕新能源领域开展项目投资合作。

3.企业管理与文化建设

甲乙双方组织开展包括能源项目投资与开放、人力资源体系建设、人才培养、激励机制

等领域的企业管理经验交流。 甲乙双方党、工、团组织进行对接，开展党建与企业文化建设

的学习交流。

（三）其他事项

1.保密

甲乙双方应对在合作过程中获知对方的商业机密和其他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

保密，但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和监管机构另有要求的除外。

2.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同意，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遵循友好协

商的原则予以解决。

3.本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壹式肆份，双方各

持贰份，具有同等效力。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双方目前仅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且项目能否实施尚

存在不确定性，故目前尚未对公司当年业绩产生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充分发挥各方

优势，提高竞争力，实现合作共赢，助力公司长期发展。 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和控制权变动，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属于意向性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尚需各方进一步沟

通和落实，相关实施细节还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对具体合作事宜履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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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3648

证券简称：畅联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7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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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9月2日收到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周颖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周颖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任期至2019年9月29日止。 周颖先生辞职后，将不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周颖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

作。

周颖先生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兢兢业业，勤勉尽职。

在此，公司董事会对周颖先生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衷心地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9-091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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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9月3日接到

公司股东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集团” ）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巨星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2,700,000股质押给华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初始交易日期为2019年9月2日， 购回日期为

2020年9月2日。 上述质押的股份已办理了相关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 巨星集团持有本公司96,868,925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191%；已累计质押96,8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180%。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0178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9-036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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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2019年8月份发动机及变速器

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台

企业，

产销量

2019年8月 2019年度累计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 减 比 例

（%）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累

计

增 减 比 例

（%）

东安动力

发动机

产量 14674 6875 113.44 144359 110740 30.36

销量 17584 10108 73.96 143592 115124 24.73

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发动机

产量 3474 4904 -29.16 65307 59799 9.21

销量 6305 3930 60.43 64017 61079 4.81

变速器

产量 2124 1648 28.88 19339 47376 -59.18

销量 3692 3571 3.39 22344 49334 -54.71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

000593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

2019-046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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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9年9月2日收到

曹有明先生的辞职申请书。 因个人原因，曹有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

务。 曹有明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曹有明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

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公司将在收到辞职报告的两个月内完成监事补选。 在补选出的监

事就任前，曹有明先生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监事会对曹有明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

2019-067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主营产品价格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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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目前国内国际钛白粉市场情况， 经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价格委员会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公司各型号钛白粉（包括硫酸法钛白粉、氯化

法钛白粉）销售价格在原价基础上对国内各类客户上调500元人民币/吨，对国际各类客

户上调50美元/吨。

公司将密切跟踪钛白粉价格的走势及供需情况的变化，及时做好钛白粉产品的调价

工作。本次产品价格的调整，对公司整体业绩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公司董事会提醒

投资者注意，本次提价对销售量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新销售价格持续时间也不能确

定，存在产品价格继续波动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19-045

200550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产、

销情况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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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8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月数

同比

变化

（%）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同比

变化

（%）

本月数

去年

同月数

同比

变化

（%）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同比

变化

（%）

福特品牌商用车 3,186 4,011 -20.57% 22,762 28,251 -19.43% 3,131 4,290 -27.02% 22,812 28,190 -19.08%

福特品牌SUV 3,089 439 603.64% 32,572 4,002 713.89% 3,586 451 695.12% 32,816 4,022 715.91%

JMC品牌卡车 7,892 6,478 21.83% 55,844 65,717 -15.02% 7,642 5,818 31.35% 58,288 64,769 -10.01%

JMC品牌皮卡 4,567 3,423 33.42% 36,013 46,472 -22.51% 3,687 4,494 -17.96% 35,544 45,894 -22.55%

JMC品牌轻型客

车

3,248 2,741 18.50% 21,042 25,558 -17.67% 3,344 2,640 26.67% 20,559 26,031 -21.02%

驭胜品牌SUV 69 208 -66.83% 769 5,837 -86.83% 69 337 -79.53% 929 5,933 -84.34%

重卡 89 61 45.90% 683 712 -4.07% 7 100 -93.00% 480 515 -6.80%

合计 22,140 17,361 27.53% 169,685 176,549 -3.89% 21,466 18,130 18.40% 171,428 175,354 -2.24%

整车散件出口 536 780 -31.28% 4,255 5,962 -28.63% 536 780 -31.28% 4,255 5,962 -28.63%

总计 22,676 18,141 25.00% 173,940 182,511 -4.70% 22,002 18,910 16.35% 175,683 181,316 -3.1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0066

股票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19-032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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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8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品

2019年

8月份

去年同期

单月数量同

比变动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累计数量同

比变动

生产量 4,258 5,257 -19.00% 36,917 35,103 5.17%

其中：大型 1,476 2,632 -43.92% 15,128 14,678 3.07%

中型 1,750 1,996 -12.32% 16,573 14,739 12.44%

轻型 1,032 629 64.07% 5,216 5,686 -8.27%

销售量 5,349 5,393 -0.82% 38,494 33,635 14.45%

其中：大型 2,304 2,156 6.86% 15,525 13,729 13.08%

中型 1,936 2,138 -9.45% 17,052 14,484 17.73%

轻型 1,109 1,099 0.91% 5,917 5,422 9.13%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9-033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任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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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已于2019年8月23日委聘龚涛涛女

士为董事会秘书。 近日，龚涛涛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通过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任职资格审核。

根据有关规定，龚涛涛女士已正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董事长胡伟先生不再代行

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有关董事会秘书委聘的详情以及龚涛涛女士的简历请参阅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8月

23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