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603838

证券简称：四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6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信息披露事项的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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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股份” 、“公司” ）于2019� 年9月3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9】2680号），根据相关要求，现将《问询函》内容披露如下：

2019年9月3日，公司披露公告，拟向实际控制人转让两项参股公司股权、全资子公

司竞拍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及公司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向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2.5亿元借

款，公司二股东黄建平及其关联方向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2.5亿元借款。 与此同时，公

司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募集资金总额不超5亿元，拟用于年产800万m2特种高性

能陶瓷板材项目。

经对前述公告事后审核，请公司就如下事项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

1．公告披露，公司拟将持有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0%的股权以5,147.17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股东蔡镇城， 将持有潮州市广展通瓷业有限公司17.78%的股权以1,

361.0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蔡镇城。 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请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补充披露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

报告的审计报告；（2） 请说明上述两项向实际控制人转让股权的定价依据及其公允性，

并说明此次交易的目的和背景。

2.公告披露，公司二股东黄建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唯德实业，拟以现金方式认

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为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最终

发行数量的50%，且本次发行完毕后二股东黄建平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比例不超过30%。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唯德实业认购四通股份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所使用的资金全部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请补充披露：（1）说明唯德实业及其

控制人的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金额、占比，自筹资金的筹措来源、方式、期限、利率等，若

涉及杠杆资金，请穿透披露杠杆资金出资人、具体借款协议、产品或合约安排等，并说明

各股东权益是否有代持安排。（2）请补充披露未来12个月内权益变动方对公司主营、资

产和业务、董事高管等一系列的后续计划和详细安排，明确市场预期。

3.公告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毕后二股东黄建平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不超过30%。 目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蔡氏家族，请说明本次非公

开发行后蔡氏家族持有公司股份占比情况， 分析控股股东与二股东的股权比例是否接

近，结合主营业务变化情况、双方对公司董事会的人员派驻安排和董事会决策机制，充分

说明上市公司控制权是否发生变化，明确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由哪一方主导，并披露未来

双方对上市公司股权有无增持、减持计划，明确黄建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是否谋求控

制权，原实际控制人蔡氏家族是否放弃控制权，上市公司未来是否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

风险。 请非公开发行主办券商发表意见。

4.公告披露，此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计划是，由全资子公司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

司实施“年产800万m2特种高性能陶瓷板材项目” ，整体项目建成后包括年产800万m2特

种高性能陶瓷板材生产线及相关产业化配套。 请结合此次向实际控制人出售的两项资产

主要经营范围、非公开募投项目业务情况，说明此次交易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发生变化，

未来主营战略布局情况，此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请非公开发行主办券商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于2019年9月10日之前对上述问题进行补充披露，同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

部。

公司将尽快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进行回复并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03880

证券简称：南卫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68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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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19年9月12日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9月6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3880

南卫股份

2019/8/15

二、 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由于工作安排原因，公司决定将原定于2019年9月6日召开的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延期至2019年9月12日召开，股权登记日不变。 此次延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三、 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9月12日14点45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19年9月12日

至2019年9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19年8月7日刊登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6）。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登记时间、登记方式不变。

（二）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三）现场会议参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四）联系人：投资管理部

联系电话：0519-86361837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果香路1号

邮政编码：213149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13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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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3日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

62号MSD-B1座15层150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张旺先生。 董事长胡军先生因公无法出席，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

张旺先生主持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人，代表股份492,965,19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08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489,579,95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7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8人，代表股份3,385,2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294%。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二级子公司高邮泰达环保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89,667,1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10%；反对3,298,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90%；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86,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8.3445％；反对3,298,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6555％；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冀蒙、施展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

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0996

证券简称：贵广网络 公告编号：

2019-051

债券代码：

110052

债券简称：贵广转债

转股代码：

190052

转股简称：贵广转股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广转债”开始转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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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债转股代码：190052

●转股简称：贵广转股

●转股价格：8.04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2019年9月11日至2025年3月4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474号文核准，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公

开发行了1,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60,00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47号文同意，公司16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19年3月2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贵广转债” ， 债券代码

“110052”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

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贵广转债” 自2019年9月1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贵广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规模：人民币总额160,000万元

（二）票面金额：100元/张

（三）票面利率：第一年0.5%、第二年0.8%、第三年1%、第四年1.7%、第五年2.0%、第

六年2.2%。

（四）债券期限：6年，2019年3月5日至2025年3月4日；

（五）转股期起止日期：2019年9月11日至2025年3月4日。

（六）转股价格：8.04元/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代码和简称

可转债转股代码：190052

可转债转股简称：贵广转股

（二）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报

盘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贵广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

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

本公司将于转股申报日的次一个交易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兑

付。

4、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 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

际可转债数量（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三）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19年9月11日至2025年3月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的正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贵广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四）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

并注销）可转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

记。

（五）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

交易日上市流通。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七）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贵广转债采用每年付息1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19年

3月5日。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不享受当期

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公司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格为人民币8.13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8.04元/股。

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度 利润分配预

案》，决定以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9元（含税），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

年度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贵广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8.13元/股调整

为8.0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公司实施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时确定的除息日即

2019年7月16日起生效。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在“贵广转债”的存续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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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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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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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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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和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

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

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

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

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 从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

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

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五、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贵广转债” 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851-84115592

特此公告。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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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八月份销售

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2019年8月销售情况

2019年8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77.4万平方米， 合同销售金额441.3亿元；

2019年1~8月份公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740.9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4,263.2

亿元。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新增开发项目情况

2019年7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开发项目28个，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城市 项目名称 位置

权益面积

比例

占地面积

综合容积

率

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科权益

建筑面积

万科权益地

价

（

亿元

）

1

广州

永宁街叶岭 村项

目

增城区

100% 13.4 3.0 40.1 40.1 40.10

2

柳州

白露城中村 改造

项目

柳北区

55% 8.7 2.9 25.2 13.9 0.73

3

珠海

航空新城滨 海商

务区商住地块

金湾区

100% 11.1 1.5 17.1 17.1 22.64

4

金华 八达路项目 婺城区

51% 2.5 1.5 3.7 1.9 1.48

5

台州

董家洋未来 社区

地块

椒江区

100% 22.7 2.5 56.7 56.7 39.31

6

嘉兴

许村杭海交 界线

（

人民大 道北

）

地

块

海宁市

100% 4.2 2.5 10.4 10.4 9.48

7

长安镇潮起 东方

二期地块

海宁市

100% 5.4 2.3 12.5 12.5 11.10

8

东山北地块 海宁市

100% 6.5 1.8 11.7 11.7 9.31

9

扬州 教投资产包

邗江区

、

广陵区

95% 14.6 2.0 28.9 27.4 11.95

10

温州 潘桥站 瓯海区

100% 6.9 3.0 20.7 20.7 16.19

11

常州

皇粮浜

1

号地 钟楼区

100% 8.4 2.0 16.9 16.9 13.00

12

教育小镇 天宁区

100% 11.7 2.3 27.4 27.4 23.90

13

保定 市高铁项目 高碑店

51% 2.2 2.0 4.5 2.3 0.41

14

沈阳

宝马国际社区

铁西区经

济开发区

100% 18.7 1.5 28.1 28.1 6.68

15

加州项目

AC

地块 于洪区

100% 2.9 1.9 5.5 5.5 1.90

16

太原

吴家堡水街 蓝湾

传奇项目

晋源区

51% 6.5 3.6 23.4 12.0 4.29

17

大连 钻石湾

15

号地块 甘井子区

100% 6.8 1.6 10.9 10.9 10.81

18

济南

汇宝地块翡 翠东

第项目

临淄区

51% 11.8 2.5 29.6 15.1 3.71

19

成都

大丰

118

亩 新都区

100% 7.9 2.0 15.8 15.8 13.58

20

龙潭

82

亩 成华区

100% 5.5 2.0 10.9 10.9 9.86

21

眉山 花海东片区

72

亩 仁寿县

100% 4.8 1.2 5.5 5.5 1.16

22

郑州 岳砦项目 金水区

50% 3.3 5.2 17.2 8.6 6.03

23

银川

翡翠公园后期

A

、

B

地块

金凤区

24% 29.7 1.4 42.3 10.2 1.95

24

乌鲁

木齐

长春路

177

亩 高新区

100% 11.8 2.4 28.0 28.0 10.82

25

西安

秦汉新城

112

亩项

目

西咸新区

100% 7.5 2.0 14.9 14.9 6.47

26

欧亚三路

149

亩项

目

浐灞区

100% 9.9 2.6 26.1 26.1 12.00

27

浐河西路

253

亩项

目

浐灞区

70% 16.9 2.0 33.7 23.6 11.13

28

渭南

渭河生态公 园项

目

临渭区

100% 55.6 2.1 116.0 116.0 15.48

合计

- 317.9 - 683.7 590.2 315.47

三、新增物流地产项目

2019年7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无新增物流地产项目。

以上项目中， 未来可能有部分项目因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万科在项

目中所占的权益比例发生变化。 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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