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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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借款金额：①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借款人民币肆仟万元整；②与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借款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
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

章后生效。
本次签订借款合同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公司向银行借款，有利于公司的流动资

金周转，提高公司整体的经营业绩，对公司业务的快速开展起推动作用。
一、本次借款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及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借款合同， 本次借款借据金额分别为 4,000 万元人民币及
1,500 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均为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22 日止，借
款利息分别为 4.35%及 3.915%。

本次借款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名称：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725195095C
注册地址：江阴市虹桥北路 143 号
法定代表人：季海洪
成立时间：2000-12-27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发放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
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
项；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家庭财产保险、与贷款标的物相关的财产保险、企业
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人寿保险的保险兼业代理；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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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572628215J
注册地址：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三街 6 号
法定代表人：谭明华
成立时间：2011-04-18
经营范围：在无锡市辖区内经营下列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

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券；代理收付

款项；代理外汇买卖；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并由上级行授权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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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与本公司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贷款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2、借款人：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借款金额：肆仟万元整；
4、借款期限：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 2021 年 3 月 22 日；
5、借款利率：
（1）本合同项下借款采用固定利率，执行年利率 4.35%（即按本合同签订人前

一日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4.05%加上 30 个 BP（一个 BP
等于 0.01 个百分点）执行），合同有效期内利率不变。

（2）利息从借款人实际提款日起算；按实际提款额和用款天数计算。 利息计算
公式：利息=本金×实际天数×日利率。 日利率计算基数为一年 360 天，换算公式：日
利率=年利率/360。

6、借款用途：购买剥离液等；
7、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签字或盖章）并加盖

公章后生效。
（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贷款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2、借款人：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借款金额：壹仟伍佰万元整；
4、借款期限：自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 2021 年 3 月 22 日；
5、借款利率：3.915%；
6、借款用途：补充流动性资金；
7、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借贷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签订借款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向银行借款， 有利于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 提高公司整体的经营业

绩，对公司业务的快速开展起推动作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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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158 号公司 412 会

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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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14,27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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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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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京运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
董事长冯焕培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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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亲自出席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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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2.00 逐项表决《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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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2.02 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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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2.03 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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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2.04 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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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2.05 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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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2.06 议案名称：限售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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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2.07 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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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2.08 议案名称：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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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2.09 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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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2.10 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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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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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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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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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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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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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218,604 99.9943 51,800 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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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符合非
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的议案》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2.0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
值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2.02 发行方式和时间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2.03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
式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2.04 发行数量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2.05 发行对象及其与公
司的关系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2.06 限售期安排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2.07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
途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2.08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
排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2.09 上市地点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2.10 决议有效期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3
《关于公司 2020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的议案》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4

《关于公司 2020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5
《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6

《关于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填补回
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7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项的议

案》

2,571,648 98.0254 51,800 1.974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 至议案 4、议案 6、议案 7 为特别决议事项，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 5 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瑞林、李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2020-010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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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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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发行监管问答》”），对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 信息披露要求等内容进行
了明确。 为使广大投资者充分、及时、准确了解《发行监管问答》对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事宜的影响，特进行风险提示，内容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概况
2020 年 1 月 20 日，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0 年 2 月 13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等议案。 详见公
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披露的《贵阳银行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及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披露的《贵阳银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根据 2020 年 2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决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 等相关规
定，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对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进行了调整；2020 年 3 月 18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 日披露的《贵阳银行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3）、《贵阳银行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及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披露的《贵阳银行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0-019）。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已取得贵州银保监局批复，并已通过中国证监

会政务服务平台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电子申报文件，但尚未获得受理。
三、风险提示
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发行监管问答》。 根据《发行监管问答》要

求，非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应满足相关条件并符合一定情形，且上市公司需履行
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保荐机构和律师也需发表意见。 在《发行监管问答》
发布后，尚未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再融资申请的上市公司，应当按相关要求办理。

公司将组织对照《发行监管问答》的要求，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
象是否符合战略投资者相关标准进行分析论证。 发行对象存在不符合战略投资者
要求的可能。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在未来存在补充或修订的可能。公司后续将及时
披露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3 日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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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
2020 年 3 月 20 日，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主研

发的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以下简称“多纳非尼”） 已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提交了新药上市申请（NDA），目前等待正式受理中。 此前，公司在《苏州泽
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公司预计于 2019 年底或 2020 年初完成多纳非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 III 期临
床试验并于 2020 年一季度提交 NDA。

该项新药上市申请的正式受理时间以及药品注册批件取得时间和结果均具有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
剂型 片剂
规格 0.1g
申请人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 新药上市申请

二、药品相关情况
2020 年 3 月 20 日，公司已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提交甲苯磺酸多纳非尼

片新药上市申请，本次申请的适应症为不可手术或转移性肝细胞癌。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是泽璟制药开发的口服多靶点、 多激酶抑制剂类小分子
抗肿瘤药物，属于 1 类新药，公司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 临床前药理学研究证
实，多纳非尼既可抑制 VEGFR、PDGFR 等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的活性，也可直接抑
制各种 Raf 激酶，并抑制下游的 Raf/MEK/ERK 信号传导通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
肿瘤血管的形成，发挥多重抑制、多靶点阻断的抗肿瘤作用。 本次新药上市申请主
要是基于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开放、随机、平行对照、多
中心 II/III 期临床研究（试验代号 ZGDH3）的结果。 另外，多纳非尼治疗晚期结直肠
癌和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的Ⅲ期临床研究、以及多纳非尼与抗 PD-1 单抗联合
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详见《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递交上市申请后，尚需经过受

理、审评、药品临床试验现场检查、药品生产现场检查和审批等环节，该项新药上市
申请的正式受理时间以及药品注册批件取得时间和结果均具有不确定性。

上述药品提交新药上市申请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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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小康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康控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516,684,078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54.97%。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 小康控股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352,050,000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 68.14%，占公司总股本 37.45%。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接到小康控股通知，获悉其于近日将所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51,17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9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44%

解质时间 2020年 3月 19日

持股数量 516,684,078股

持股比例 54.9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52,05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8.1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7.45%

上述解除质押股份中的部分股份将用于后续质押，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质押
情况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266 证券简称：泽璟制药 公告编号：2020-012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递交新药上市申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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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3068 号）（以下简称“《反
馈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提出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做出了书面说明和解释。 现根据要求将反馈意
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
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
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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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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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源控

股”）持有公司股份 274,293,2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97%，祥源控股持有公司股
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30,000,000 股（含本次），占其持股数量的 10.94%。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接到控股股东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函告，获

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
押股数
(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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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源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是 30,000,00

0

首发
限售
股

否
2020年
3月 20
日

2022�
年 11
月 1
日

华安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10.94
% 6.01% 自身生

产经营

2.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
障用途等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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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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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源控股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74,293,290 54.97
% 0 30,000,00

0 10.94% 6.01% 30,000,00
0 0 244,293,

290 0

黄山市为
众投资管
理中心（有
限合伙)

8,690,000 1.74% 0 0 0 0 0 0 8,690,00
0 0

黄山市启
建投资管
理中心（有
限合伙）

5,219,500 1.05% 0 0 0 0 0 0 5,219,50
0 0

黄山市行
远投资管
理中心（有
限合伙）

6,965,000 1.40% 0 0 0 0 0 0 6,965,00
0 0

俞发祥 15,729,100 3.15% 0 0 0 0 0 0 15,729,1
00 0

合计 310,896,890 62.31
% 0 30,000,00

0 10.94% 6.01% 30,000,00
0 0 280,896,

890 0

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
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
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股份质
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上述
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6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证券代码：603131 证券简称：上海沪工 公告编号：2020-014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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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凯米尔汽油机有限公司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
记，并取得了重庆市北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重庆凯米尔汽油机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冯文联先生变更为艾利女士，其它事项未发生变化。 营业执照
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778457087D
名称：重庆凯米尔汽油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陆佰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5 年 08 月 01 日

法定代表人：艾利
营业期限：2005 年 08 月 01 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研发、生产、销售汽油机、发电机组、电焊机、空压机、建筑

机械、园林机械、机械设备、仪器仪表；货物和技术进出口；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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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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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大道 11 号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603109 证券简称：神驰机电 公告编号：2020-014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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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明”或“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
司副总经理齐晓明先生的书面辞呈。 齐晓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
理职务，但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委员职务。 根
据齐晓明先生的辞职报告，其辞呈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齐晓明先生自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以来，一直勤勉尽责，认真履责，公司董事会
对齐晓明先生在任职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515 证券简称：欧普照明 公告编号：2020-013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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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单》（受理序号:200445）。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行
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

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后续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3887 证券简称：城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2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证券代码：601127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7
债券代码：113016 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191016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证券代码：601997 证券简称：贵阳银行 公告编号：2020-021
优先股代码 :360031 优先股简称：贵银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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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煤炭
销售”内容。 有关事项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目前， 公司在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办理完成了上述增加经营范围相关的

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了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登记为：综合能
源开发，大宗商品物流，新兴产业投资（自有资金）；煤矿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工矿
配件制造、修理、销售、租赁、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矿山支护产品生产、销售；煤炭
销售。 除上述经营范围增加外，公司其他工商登记信息不变。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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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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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本行拟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本行已收到《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江苏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
券的批复》（苏银保监复〔2020〕70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
市场许准予字〔2020〕第 46 号），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

币 200 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关于本次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发行情况， 本行将依据有关监管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3 日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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