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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9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0-026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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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1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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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 313,85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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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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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久龙先生主持，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的方式

进行，对所有议案进行了逐项、记名投票表决，会议的召集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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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出席 6 人，董事袁晓林先生、刘毅先生、申西杰先生因

工作冲突未能出席会议， 独立董事陈立泰先生、 逯东先生因工作冲突未能出席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3 人，监事罗津泷先生、杨晓玲女士因工作冲突未
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何非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波女士及其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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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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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72,751 99.6566 1,077,700 0.3434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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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72,751 99.6566 1,077,700 0.3434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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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72,751 99.6566 1,077,700 0.3434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9 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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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77,299 97.8973 1,077,700 2.1027 0 0.0000
关联股东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5、议案名称：独立董事 2019 年度履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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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72,751 99.6566 1,077,700 0.343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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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72,751 99.6566 1,077,700 0.343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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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18,851 99.7350 831,600 0.2650 0 0.0000
8、议案名称：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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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72,751 99.6566 1,077,700 0.3434 0 0.0000
9、议案名称：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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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72,751 99.6566 1,077,700 0.343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相关信贷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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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72,751 99.6566 1,077,700 0.343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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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72,751 99.6566 1,077,700 0.343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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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72,751 99.6566 1,077,700 0.3434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薪酬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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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68,451 99.6552 1,082,000 0.3448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绩效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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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72,751 99.6566 1,077,700 0.3434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管理层人员薪酬与绩效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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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68,451 99.6552 1,082,000 0.3448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持 股 5%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262,595,4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49,991,7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以 下 普
通股股东 431,600 34.1671 831,600 65.8329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64,100 75.4829 53,300 24.5171 0 0.0000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267,500 25.5785 778,300 74.4215 0 0.0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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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2019 年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他 关 联 方 资 金 占
用情况的报告

50,177,29
9 97.8973 1,077,700 2.1027 0 0.0000

7
关于 2019 年度 利 润
分 配 及 资 本 公 积 金
转增股本方案

50,423,39
9 98.3775 831,600 1.6225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第 4 项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四川

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原 姚海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田原律师、姚海泉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结论：广安爱众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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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64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
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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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等规定，现将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8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刘建华 50,786,760 31.74
2 北京沐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245,600 10.15
3 GL GLEE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 13,360,000 8.35
4 北京普华基业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 9,600,000 6.00
5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488,500 5.31
6 薛肖红 1,466,280 0.92
7 黄山 872,300 0.55

8 阎庆民 715,900 0.45
9 覃甲鹏 702,400 0.44
10 庄毅智 631,500 0.39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GL GLEE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 13,360,000 8.35
2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488,500 5.31
3 薛肖红 1,466,280 0.92
4 黄山 872,300 0.55
5 阎庆民 715,900 0.45
6 覃甲鹏 702,400 0.44
7 庄毅智 631,500 0.39
8 屈平 626,500 0.39
9 高璇 600,056 0.38
10 颜美令 580,798 0.36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1811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2020-017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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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1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新华国际酒店（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古中市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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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 825,518,034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82,678,66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142,83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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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06354%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3295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11.57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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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志勇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列席 8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6 人，列席 6 人。
3、总经理李强先生、董事会秘书游祖刚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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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合计： 823,535,154 99.759802 37,880 0.004588 1,945,000 0.235610

2、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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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合计： 823,572,034 99.764269 1,000 0.000121 1,945,000 0.235610

3、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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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合计： 823,572,034 99.764269 1,000 0.000121 1,945,000 0.235610

4、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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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合计： 823,572,034 99.764269 1,000 0.000121 1,945,000 0.235610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本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师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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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合计： 823,535,154 99.759802 37,880 0.004588 1,945,000 0.235610
6、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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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合计： 823,535,154 99.759802 37,880 0.004588 1,945,000 0.23561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 <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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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合计： 742,941,324 89.996983 80,631,710 9.767407 1,945,000 0.23561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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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合计： 823,535,154 99.759802 37,880 0.004588 1,945,000 0.23561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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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通股合计： 823,535,154 99.759802 37,880 0.004588 1,945,000 0.23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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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报

告的议案》
89,868,137 99.998887% 1,000 0.001113% 0 0.000000%

4

《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建议方案

的议案 》

89,868,137 99.998887% 1,000 0.001113% 0 0.000000%

5

《关于聘任本
公司 2020 年
度审计师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89,831,257 99.957850% 37,880 0.042150%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 1-6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第 3、4、5 项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
议案。 以上第 7-9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新华文轩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仇光莉、张月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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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132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20-024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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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1.40 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5/28 － 2020/5/29 2020/5/29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12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83,971,198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1.4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77,559,677.2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5/28 － 2020/5/29 2020/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股东嘉士伯香港啤酒厂有限公司和 CARLSBERG� CHONGQING� LIMITED

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外，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嘉士伯香港啤酒厂有限公司和 CARLSBERG� CHONGQING� LIMITED 的

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
票时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1.40 元
（含税）。

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
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
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待自
然人股东或证券投资基金股东实际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或证券投资基金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相应的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1.26 元。如 QFII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涉及享受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港
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26 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含 QFII、“沪港通”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
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人民币 1.40 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邓炜、张潇巍
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89139399
电子邮箱：CBCSMIR@chongqinggroup.cn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020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20－020
公司债代码：143213 公司债简称：17 豫高速
公司债代码：143495 公司债简称：18 豫高 01
公司债代码：143560 公司债简称：18 豫高 02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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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年 6 月，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
注 [2018]SCP171 号）， 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 50 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注
册，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可分期发行。 公司已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9 月 11 日、11 月 26 日、12 月 17 日、2020 年 2 月 27 日分别完成
了 5 亿元 、7 亿元 、6 亿元 、5 亿元 、5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 （详见公司临
2018-043、052、060、066 号、2020-006 号公告），并到期按时兑付。

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完成了 2020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募集资
金于当日全额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期超短

期融资券
简称 20 中原高速 SCP002

代码 012001847 期限 210 天

起息日 2020 年 05 月 20 日 兑付日 2020 年 12 月 16 日

计划发行总额 5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 亿元

发行利率 1.90％ 发行价格 100 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8 合规申购金额 8.1 亿

最高申购价位 2.00% 最低申购价位 1.60%
有效申购家数 6 有效申购金额 5 亿

薄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163 证券简称：中闽能源 公告编号：2020－030
债券代码：110805 债券简称：中闽定 01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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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
的《关于核准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
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63 号），
核准公司向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689,837,758� 股股份和
2,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相关资产；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 套
资金不超过 56,000 万元。 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相关手续， 公司总股本
由 999,465,230 股变更为 1,689,302,988 股。

2020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的 999,465,230 元变
更为 1,689,302,988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50236X
名称：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滨江北路 177 号
法定代表人：张骏
注册资本：壹拾陆亿捌仟玖佰叁拾万贰仟玖佰捌拾捌圆整
成立日期：1998 年 05 月 26 日
营业期限：1998 年 05 月 26 日至 2048 年 05 月 26 日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对能源业的投资；电力生产；电气安装；工程咨询；建筑材

料、机电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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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临 2020-024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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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鼎投资”）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
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49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
容详见《九鼎投资关于收到 <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3）。上
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前就相关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部门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
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于《问询函》涉及的内容较多，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公司暂

时无法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前完成回复的披露工作。 因此，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延期回复《问询函》，公司将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预计回复公告时间
不晚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
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
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678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20-024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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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 日、2019 年 2 月 19 日披露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于公司回购的股份，
合计 1,376,5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04%。

2019 年 3 月 21 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1,376,553 股股票已通过非交易
过户至“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

并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起锁定 12 个月。 详见公司披露的“2019-016 号”公告。
上述股票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锁定期届满。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 1,376,553 股已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全部出售完毕，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304%，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
完毕并终止。 后续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相关资产的清算和分配工作。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600893 股票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2020-050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事项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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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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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召开 2020 年第 17 次工作会议，
对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
项（以下简称“本次重组”）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重组获得有条
件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有条件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

根据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及相关要求， 公司会同各中介机构就审核意见所提
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的回复报告》 等相关
文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重组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公
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正式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公司将根据相关工作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 2020-040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表监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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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方大特钢”）监事会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收到方大特钢工会委员会出具的十八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具体
如下：

2020 年 5 月 20 日， 公司工会委员会召开十八届二次职代会代表团长会议，经
会议民主表决，选举熊玉豹（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
2020 年 5 月 20 日起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因工作变动，邓斌不再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监事会对邓斌在任职期间的辛勤工作及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简历：
熊玉豹，男，1966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高级技师。 历任方

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焦化厂副厂长，熊玉豹未持有方大特钢股票。

证券代码：600777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20-042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深圳市金志昌盛
投资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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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东名册数据得知， 公司股东深圳市金志昌盛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志昌盛”）于 2020 年 5 月 9 日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期间减持了其
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 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金志昌盛持有公司股份 120,288,8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

其股份来源为 2015 年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及 2016 年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时转增的股份。

二、本次减持股份的情况
金志昌盛在未告知公司且未进行减持预披露的情况下， 于 2020 年 5 月 9 日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期间减持公司股份 6,500,000 股。 本次减持后，金志昌盛持有公司
股份 113,788,8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7%。

三、金志昌盛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情况
金志昌盛与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志昌顺”）为一致行

动人，截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金志昌盛与金志昌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88,546,4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1%。

自 2019 年 2 月 25 日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期间，金志昌盛与金志昌顺在未告知
公司且未进行减持预披露的情况下，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45,771,514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5.0845%。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589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2020-011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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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1 日，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粤调查字 20066 号 ）。 因公司未按时披露定期
报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

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
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