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集团”）董事会、监
事会及全体董事、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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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收到任汇川先生的辞职报告， 任汇川先生因为个人身体原因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正式辞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职务。 本公司接受其辞任请
求。任汇川先生将继续在本公司工作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任汇川先生于 1992 年加
入本公司，在平安产险、平安信托和集团等多个岗位上担任管理职务，并先后出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见证了本公司从小到大、创新进取的重要发展
历程，为本公司各个阶段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任汇
川先生的辞任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经营，其本人已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并无
意见分歧，亦无任何与其辞任有关而需要知会本公司股东的事项。

根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董事会执行董事
应为 6 人。 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一致同
意本公司执行董事蔡方方女士继续留任， 任期至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一致同意推荐陆敏先生出任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陆敏先生的董事任职尚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以及取得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董事任职资格后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附件：陆敏先生简历

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6 日

附件：
陆敏先生简历

陆敏先生，59 岁，现任本公司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首席信息执行官、汽车之家
董事长等职务。陆敏先生于 1997 年加入集团，曾先后担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集团战略发展中心主
任。 陆敏先生获英国邓迪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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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变更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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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要求，本着对
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并充分披露相关信息， 本公司现就 2020 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
及长期服务计划作出补充公告。

根据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人员

持股计划》以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服务计划》，并经本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确认，本公司 2020 年度核心
人员持股计划及长期服务计划的具体方案实施情况如下：

本公司 2020 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及长期服务计划的额度分别为不超过人民
币 63,803.97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398,865.00 万元，已通过二级市场完成购股，实际
购股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63,803.23 万元（含费用）、 人民币 398,864.85 万元（含费
用）。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员工在 2020 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
划及长期服务计划中的持股情况已于 2020 年 3 月 2 日公告如下：

持有人

2020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 2020年度长期服务计划

参与
人数

持股份额
（股）

本期购股数占
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

参与
人数

持股份额
（股）

本期购股数占
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
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 11 2,420,231 0.013% 11 1,332,974 0.007%

其他员工 1,511 5,535,499 0.030% 32,011 48,426,331 0.265%
合计 1,522 7,955,730 0.044% 32,022 49,759,305 0.272%

* 分别为执行董事马明哲、任汇川、姚波和蔡方方，高级管理人员谢永林、陈心
颖、叶素兰、陈克祥和盛瑞生，职工代表监事王志良和潘忠武。

本公司 2020 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及长期服务计划具体方案的实施情况，亦
可参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
买的公告》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长期服务计划完成
股票购买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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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及长期服务计划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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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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6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 166 号昆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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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4,14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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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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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及《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下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汪思洋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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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公司总裁钟祥刚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徐朝能先生、财务总监汪磊先生

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李青倩律
师、刘书含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为玉溪昆药劲益

医药有限公司申请 600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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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905,315 99.9256 240,900 0.074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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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40,243 99.7184 241,800 0.2816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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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
司昆药集团医药商
业有限公司为玉溪
昆药劲益医药有限
公司申请 600 万元
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24,276,634 99.0174 240,900 0.�9826 0 0.0000

2

关于控股股东华立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拟向公司提供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4,275,734 99.0137 241,800 0.986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关于控股股东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向公司提供借

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作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 238,264,172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青倩、刘书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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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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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数量：47,641,288 股；
发行价格：14.75 元 / 股；
限售期：12 个月；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增发的新股已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新
增股份可在其锁定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
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华为技术投资有限公公司（以下简称“华
为投资”）持有的华为海洋网络（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海洋”）51%股权。
根据华为海洋股东登记册及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华为投资已将华为海洋 51%股权转让给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 或“亨通光电”）， 公司自 2020 年 3 月 6 日起成为华为海洋的股
东，持有 153,000,000 股普通股，占已发行股份的 51%。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和审批情况
2019 年 6 月 17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七

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10 月 29 日， 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
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
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11 月 22 日， 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2019 年第 68 次工作会议，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1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向华为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2993
号），核准公司向华为投资发行 47,641,288�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发行情况
发行数量：47,641,288 股；
发行对象：华为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价格：14.75 元 / 股；
限售期：12 个月。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出具的《江苏亨通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 6 日止》（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A10196 号），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3 月 6 日，公司已取得华为海洋 51%股权，相关
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公司向华为投资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为 47,641,288 股，
向华为投资支付的现金金额为人民币 30,116.1002 万元。 截至 2020 年 3 月 6 日止，
公司已向华为投资实际支付现金人民币 21,629.684622 万元（应支付现金人民币
30,116.1002 万元，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人民币 8,486.415578 万元，实际支付现金人
民币 21,629.684622 万元），现金对价部分已支付完毕。上述股份发行后，公司股本增
加人民币 47,641,288 元。

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新
增股份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并取得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951,356,476 股。

（四）资产过户情况
作为本次交易对价组成部分，公司已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向华为投资支付了本

次交易现金对价。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华为投资持有的华为海洋 51%股权。根据华为海洋股东

登记册及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华为投资已将华
为海洋 51%股权转让给亨通光电，公司自 2020 年 3 月 6 日起成为华为海洋的股东，

持有 153,000,000 股普通股，占已发行股份的 51%。
（五）中介机构结论性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本公司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对本次重组实施情况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华为投资持有的华为海洋 51%股权已过户至亨通光

电名下，亨通光电现已拥有华为海洋 51%股权。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新增股份登记过程中未发

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复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

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况，标的公司董事由郭平、丁耘、查
钧 、 毛 生 江 、Ian� David� Douglas、Bruce� James� Neilson-Watts、Michael� Richard�
Constable 变更为钱建林、李自为、伍千军、毛生江、Ian� David� Douglas、Bruce� James�
Neilson-Watts、Michael� Richard� Constable。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
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
反相关协议或承诺的情形；

8、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
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2、法律顾问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对本次重组实

施情况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亨通光电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

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标的资产过户、相关验资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完毕；在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
户、 新增股份登记过程中没有发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
的情况；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
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在相关各方充分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本
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发行数量：47,641,288 股；
发行对象：华为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价格：14.75 元 / 股；
限售期：12 个月；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增发的新股已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新增股份可在其锁定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华为投资持有的华为海洋 51%股权。 根
据华为海洋股东登记册及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于 2020 年 3 月 6 日
华为投资已将华为海洋 51%股权转让给亨通光电， 公司自 2020 年 3 月 6 日起成为
华为海洋的股东，持有 153,000,000 股普通股，占已发行股份的 51%

（二）发行对象
名称 华为技术投资有限公司（Huawei�Tech.�Investment�Co.,�Limited）

注册地址 中国香港，9/F,�Tower6,�The�Gateway,�No.9�Canton�Road,�Tsimshatsui,�
Kowloon

注册资本 港币 5亿元

公司类别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 0714018

成立日期 2000�年 4�月 26�日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否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上市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298,064,812 15.66
2 崔根良 284,524,433 14.95

3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苏信财富·华彩 H1503�单一资金信
托 29,548,428 1.55

4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爱建信托－爱建信托欣欣 9
号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24,500,350 1.29

5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爱建信托－爱建信托欣欣
10号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24,500,270 1.29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039,269 1.26
7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8,883,612 0.99
8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16,260,202 0.85

9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苏信财富·华彩 H1402�单一资金信
托 16,053,863 0.84

10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027,424 0.84
合计 752,402,663 39.52

注：亨通光电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与亨通集团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 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所持有的亨通光电股份中的 7,113 万股无限售
流通股转让给亨通集团，占亨通光电总股本的 3.74%。本次转让完成后，崔根良先生
和亨通集团的持股数分别为 213,394,433 股和 369,194,812 股， 持股比例分别为
11.21%和 19.39%。

（二）本次发行上市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369,194,812 18.91
2 崔根良 213,394,433 10.93
3 HUAWEI�TECH.�INVESTMENT�CO.,�LIMITED 47,641,288 2.44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9,184,565 2.01

5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苏信财富·华彩 H1503 单一资金信
托 29,531,628 1.51

6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爱建信托－爱建信托欣欣
10号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22,500,290 1.15

7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爱建信托－爱建信托欣欣 9
号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19,000,350 0.97

8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8,883,612 0.97
9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16,260,202 0.83

10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苏信财富·华彩 H1402 单一资金信
托 16,008,563 0.82

合计 791,599,743 40.55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为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崔根良先
生，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

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证券类别 变更前股数（股） 变更股数（股） 变更后股数（股）

无限售流通股 1,860,354,755 0 1,860,354,755

限售流通股 43,360,433 47,641,288 91,001,721

合计 1,903,715,188 47,641,288 1,951,356,476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原有海缆研发制造、海底通信网络运营、海洋电力工程施工

的基础上，上市公司将新增全球海缆通信网络的建设业务，进一步完善公司海洋产
业布局，打通上下游产业链，进一步推动公司在海洋产业领域从“产品供应商”向

“全价值链集成服务商”转型。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1、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薛军

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常熟路 239号

联系电话 021-33389888

传真 021-54047982

经办人员 尹永君、王佳伟、苏晓琳、李皓、刘雨蒙、方诚、李博伦、刘俊延、沙国
庆

2、法律顾问
名称：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地址： 合肥市怀宁路 200号置地广场栢悦中心大厦五楼

负责人： 鲍金桥

电话： 0551-65609815

传真： 0551-65608051

经办律师： 司慧、朱学润、万晓宇

3、审计机构
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杨志国

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号四楼

联系电话 021-63391166

传真 021-63392558

经办注册会计师 谢骞、周慧

4、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敏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889号 19楼

联系电话 021-52402166

传真 021-62252086

经办资产评估师 杨黎鸣、冼莹莹

七、备查文件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A10196 号）；
2、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5、标的资产过户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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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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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
度（％）

营业总收入 327,224.65 313,596.45 4.35
营业利润 49,140.27 39,313.37 25.00
利润总额 49,868.62 40,094.81 2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29.61 31,613.81 2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39,252.16 27,229.70 44.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83 0.2277 26.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5 17.11 增长 7.74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
度（％）

总 资 产 572,693.56 464,888.03 2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0,440.56 141,730.12 27.31

股 本 138,865.9782 138,865.9782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30 1.02 27.45
注：
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 本公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9 年，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27,224.65 万元， 同比增长 4.35%； 营业利润

49,140.27 万元，同比增长 25.00%；利润总额 49,868.62 万元，同比增长 24.38%；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29.61 万元，同比增长 26.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252.16 万元,同比增长 44.15%；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2883 元，同比增长 26.61%。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572,693.56 万元,比期初增长 23.1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0,440.56 万元，比期初增长 27.31%。

2019 年，公司持续强化内部管理，充分挖掘废弃家电拆解处理板块、产业废弃
物处置板块的综合潜力，发挥产业板块的协同优势，延伸产业链相关业务，提高产
品深加工水平，公司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主要
财务指标呈现持续同比增长态势，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 44.15%，

主要原因是 2018 年内收购了控股股东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中再生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再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利润计入非经常性损益，2019 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再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的当期净利润不再计入非经常性损益，按经常性损益合并计
入公司当期净利润；2019 年，公司强化综合管控，持续动态优化产品结构，加大产品
销售力度，保持合理的有效库存，提高存货周转率，努力降本增效，运营效益相对稳
定增长。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可能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9 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217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 2020-007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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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顾美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9,159,9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66%。
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及占其持股数量比例：顾美芳

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5,390,000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 58.84%。
2020 年 3 月 16 日，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接到公

司股东顾美芳女士将其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
押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顾美芳 否 2,890,000 否 否 2020年 3
月 9日

2021年 3
月 9日

湘 财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1.55% 1.79% 自身生
产经营

2. 顾美芳质押股份非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顾美芳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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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顾晓磊 13,413,176 8.29% 9,180,000 9,180,000 68.44% 5.68% 0 0 0 0
顾美芳 9,159,996 5.66% 2,500,000 5,390,000 58.84% 3.33% 0 0 0 0
合计 22,573,172 13.96% 11,680,000 14,570,000 64.55% 9.01% 0 0 0 0

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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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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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内容如下：

实用新型名称：一种生活污水处理的沉淀设备
专利号：ZL� 2019� 2� 0520137.8
专利申请日：2019 年 04 月 16 日
专利权人：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515000�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中山东路黄厝围龙珠水质净化厂

授权公告日：2020 年 01 月 24 日
授权公告号：CN� 209984995� U
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实用新型专利的取得体现了公司的研发及创新能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

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护公司产品
技术的领先性，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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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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瑞源（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瑞源基金”） 持有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
593,822,9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8.02%。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且该部分股份于 2018 年 2 月 22 日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收到瑞源基金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告知

函，截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瑞源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共计 176,108,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38%。 本次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9 年 8 月 24 日披露的《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19- 临 069 号）。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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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源（上海）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593,822,900 8.02% IPO前取得：593,822,9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瑞源（上海）
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6,108,
000 2.38%

2019/8/29
～
2020/2/21

集中
竞价
交易、
大宗
交易

3.03－
4.47

727,282,55
0.60

未完成：
268,178,
470股

417,714,
900 5.64%

注：1、 上表所列的减持数量包含瑞源基金将其持有公司 120,230,000 股普通股
换购汇添富中证 8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白银有色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认购证券投资基金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临
079 号）和《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
临 090 号）。

2、瑞源基金自 2020 年 3 月 1 日之后未再减持，因此本次减持不涉及权益变动
披露的情形。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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