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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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20 年 6 月 18 日
一、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 年 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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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06 曲江文旅 2020/5/29
二、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公司原定于 2020 年 6 月 8 日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相关议案以及关于西安曲江文化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细化避免同业
竞争相关安排的承诺的议案等共 11 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5 月 16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27）。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根据目前工
作进程，本着谨慎原则，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18 日
召开，股权登记日和审议事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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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18 日 15 点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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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18 日
至 2020 年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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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16 日刊登的《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27）。

四、其他事项
（一） 登记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时间变更为 2020 年 6 月 16 日北京时间 9:

00～12:00、13:00～17:00。
（二）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三）公司地址：西安市雁塔南路 292 号曲江文化大厦 8 层
邮政编码：710061
联系电话：(029)89129355
传 真：(029)89129350
联 系 人：李崧、高冉、许焱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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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6 层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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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89,65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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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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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用现场会议、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

开。 公司董事长魏庆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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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人，出席 11 人，周亮先生因临时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张涛先生、副总经理谭世豪先生及张军先生、董事会秘

书张锋先生出席会议。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法律顾问国浩律师 (上海 )事务

所的见证律师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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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091,546 99.9646 540,700 0.0340 21,900 0.001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 1/2，本议案获通过。
2、议案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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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091,546 99.9646 540,700 0.0340 21,900 0.001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 1/2，本议案获通过。
3、议案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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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091,546 99.9646 540,700 0.0340 21,900 0.001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 1/2，本议案获通过。
4、议案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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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091,546 99.9646 540,700 0.0340 21,900 0.001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 1/2，本议案获通过。
5、议案名称：《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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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113,446 99.9659 540,700 0.0341 0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 1/2，本议案获通过。
6、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 2020 年度证券投资规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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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113,446 99.9659 540,700 0.0341 0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 1/2，本议案获通过。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7.01 议案 7 分项名称： 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的关联交易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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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12,962 99.5996 540,700 0.4004 0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 1/2，本议案获通过。
关联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持股数为 1,459,139,984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
总数。

7.02 议案 7 分项名称：与其他关联法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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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1,633,446 99.9647 540,700 0.0353 0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 1/2，本议案获通过。
其他关联法人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7.03 议案 7 分项名称：与关联自然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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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113,446 99.9659 540,700 0.0341 0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 1/2，本议案获通过。
关联自然人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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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589,113,446 99.9659 540,700 0.0341 0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 2/3，本议案获通过。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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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428,804 99.8600 831,312 0.0522 1,394,030 0.087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 1/2，本议案获通过。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01 魏庆华 1,588,539,742 99.9298 是
10.02 张涛 1,588,894,841 99.9522 是
10.03 谭世豪 1,588,852,241 99.9495 是
10.04 张军 1,588,852,241 99.9495 是
10.05 江月明 1,588,525,196 99.9289 是
10.06 曾涛 1,588,525,196 99.9289 是
10.07 董裕平 1,588,525,196 99.9289 是
10.08 周亮 1,588,525,196 99.9289 是

11、《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郑振龙 1,587,576,842 99.8693 是

11.02 张伟 1,589,010,642 99.9595 是

11.03 宫肃康 1,589,000,942 99.9589 是

11.04 孙广亮 1,589,000,942 99.9589 是

12、《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2.01 秦斌 1,589,173,257 99.9697 是

12.02 张威 1,587,227,111 99.8473 是

12.03 叶淑玉 1,587,017,511 99.8341 是

13、听取《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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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34,491,062 99.5834 540,700 0.4003 21,900 0.0163

5
《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134,512,962 99.5996 540,700 0.4004 0 0.0000

6 《关于确定公司 2020 年度
证券投资规模的议案》 134,512,962 99.5996 540,700 0.4004 0 0.0000

7.01
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的关联交易预计

134,512,962 99.5996 540,700 0.4004 0 0.0000

7.02 与其他关联法人的关联交
易预计 77,032,962 99.3030 540,700 0.6970 0 0.0000

7.03 与关联自然人的关联交易
预计 134,512,962 99.5996 540,700 0.4004 0 0.0000

8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34,512,962 99.5996 540,700 0.4004 0 0.0000

10.01 魏庆华 133,939,258 99.1748
10.02 张涛 134,294,357 99.4377
10.03 谭世豪 134,251,757 99.4062
10.04 张军 134,251,757 99.4062
10.05 江月明 133,924,712 99.1640
10.06 曾涛 133,924,712 99.1640
10.07 董裕平 133,924,712 99.1640
10.08 周亮 133,924,712 99.1640
11.01 郑振龙 132,976,358 98.4618
11.02 张伟 134,410,158 99.5235
11.03 宫肃康 134,400,458 99.5163
11.04 孙广亮 134,400,458 99.5163
12.01 秦斌 134,572,773 99.6439
12.02 张威 132,626,627 98.2029
12.03 叶淑玉 132,417,027 98.047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8 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

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7.01 时，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7.02 时，公司相应其他关联法人福建天
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7.03 时，公司相应关联
自然人回避表决。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相关董事、监事时生
效，任期三年，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委任正式
生效后与其分别签订董事、监事服务合同。

以下事项提请关注：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魏庆华先生、张涛先生、谭世豪先生、张军先生、江月明先

生、曾涛先生、董裕平先生、周亮先生，独立董事郑振龙先生、张伟先生、宫肃康先
生、孙广亮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正式履职；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秦斌先生、
张威先生、叶淑玉女士，职工监事杜彬先生、郝洁女士，自本次股东大会后正式履
职。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方祥勇、曹江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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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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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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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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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兴证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3 日下午，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后， 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6 层
605 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2 名，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共 12 人。 全体董事推选董事魏庆华先生主持会议，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12 名董事同意，0 名董事反对，0 名董事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魏庆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2 名董事同意，0 名董事反对，0 名董事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发展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魏庆华，副主任委员：董裕平，成员：张涛、江月明、曾涛、郑振龙、张伟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郑振龙，成员：魏庆华、张伟、宫肃康、孙广亮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宫肃康，成员：郑振龙、张伟、孙广亮、张军
风险控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涛，成员：谭世豪、宫肃康、周亮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12 名董事同意，0 名董事反对，0 名董事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详见《东兴证券独立董

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2 名董事同意，0 名董事反对，0 名董事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
1、张涛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2、谭世豪先生、许学礼先生、银国宏先生、张军先生、刘亮先生和陈海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
3、许学礼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
4、刘亮先生为公司首席信息官；
5、张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6、赵慧文女士为公司首席风险官。
上述人员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具备证券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详见《东兴证券独立董
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12 名董事同意，0 名董事反对，0 名董事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朵莎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由于朵莎

女士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其任期自其取得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原证券事务代表马乐女士在新
证券事务代表正式履职前继续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特此公告。
附件 1：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附件 2：朵莎女士简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附件 1：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涛先生，1972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曾任华泰证券总裁办公室总裁秘书、投资银行一部业务经理、福州办事处
副主任、上海总部投资银行业务部副总经理（主持）、深圳总部副总经理（主持）兼深
圳彩田路营业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总裁助理、副总裁，钟山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裁，钟山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东兴证券董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任
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世豪先生，1964 年 1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中国银行国际业务部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中国东方
股权及投行部经理、助理总经理，资产经营部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深圳外贸集团
董事长、监事长；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东
方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东兴证券副董事长。现任东兴证券董事、副总经理，东兴证
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许学礼先生，1963 年 12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南山开发公司上市小
组成员；深圳证券交易所高级研究员；广州尊荣集团副总经理；深圳汉君雄投资公
司副总经理；亚洲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兴
证券首席风险官，东兴资本董事。 现任东兴证券副总经理、合规总监，东兴证券（香
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银国宏先生，1974 年 3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 曾任中国教育科技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研究咨询部经理；中信建投证券研
究所所长助理；东兴证券研究所总经理，公司助理总经理兼研究所总经理、机构业
务部总经理、资产管理业务总部总经理、基金业务部总经理。 现任东兴证券副总经
理、衍生品部总经理，东兴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上海伴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军先生，1975 年 5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北京市园林局香山公园科员；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经理；证监会发
行监管部审核一处科员、副调研员、副处长；东兴证券首席风险官。现任东兴证券董
事、副总经理，东兴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刘亮先生，1974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
就职于福建省政府办公厅证券办、中国证监会福建特派员办事处。 曾任福建省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科员，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党办副
主任、稽查处副处长、纪委委员、党办副主任（主持）、党办主任；东兴证券助理总经
理、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场外市场业务总部总经理、新疆分公司总经理、深圳分公
司总经理、东兴证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福建分公司总经理。现任东
兴证券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兼任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

陈海先生，1970 年 12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
任闽发证券深圳营业部会计主管、福州五一中路营业部分析师、信息研究中心股评
部经理、福州北环东路营业部助理总经理；东兴证券福州北环东路营业部助理总经
理、副总经理、营销总监，福州五一中路营业部江厝服务部负责人、福州江厝营业部
总经理、福建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助理总经理兼任资产管理业务总部业务一部总
经理、公司助理总经理兼任资产管理业务总部总经理。 现任东兴证券副总经理，东
兴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东兴证券（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张锋先生，1973 年 1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出口处职员；中国东方股权部、实业部、评估部助理经理、
副经理；东兴证券北京北四环中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企业融资部总经理、财富管
理部总经理、机构客户部总经理。 现任东兴证券董事会秘书，公司助理总经理。

赵慧文女士，1977 年 1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中国证监会稽查一局主任科员、中国证监会稽查
局综合处副处长和处长、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审核五处处长、中国证监会证券基
金机构监管部监管六处处长、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东兴证券首席风
险官。

附件 2：
朵莎女士，1974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1999 年 7 月至 1999 年 10

月，在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风险管理部综合管理科任科员；1999 年 10 月至 2007 年
5 月，曾在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办公室、股权及投行业务部、资产经营管
理部、投行业务部工作；2007 年 5 月加入东兴证券，历任投资银行总部助理总经理、
副总经理，质量控制部副总经理。2020 年 3 月至今任东兴证券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
理（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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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增房地产项目情况如下：
1、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郑州市塬峰置业有限公司通过河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公开竞得南阳市宛城区 G2019-97 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南阳市宛城区雪枫路
以北、泰山路以西，土地面积约为 71.22 亩，1.0≤容积率≤2.5，土地用途为住宅用
地， 出让年限为 70 年。 该地块成交总价为 46,420 万元， 目前本公司持有该项目
100%的权益。

2、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烟台达源置业有限公司通过烟台市土地市场网公开竞
得烟 J[2020]2002 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烟台市莱山区，东至规划路，西至世贸东路，
南至规划路，北至金桥路，土地面积约为 113.13 亩，1.90＜容积率≤1.91，土地用途
为住宅、商服、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出让年限为住宅 70 年、商服 40 年、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 50 年。该地块成交总价为 111,450 万元，目前本公司持有该项目 51%的
权益。

3、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咸阳银吉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咸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公开竞得咸阳市 2020-06-04 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咸阳市咸阳力高房地产公司以

东、中华西路以南、西环路以西、咸阳高新恒润置业公司以北，土地面积约为 94.98
亩，1.20＜容积率＜2.90，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出让年限为 70 年。 该地块成交总价
为 55,090 万元，目前本公司持有该项目 66%的权益。

4、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西安烨坤置业有限公司通过股权收购方式取得西安市
临潼 LT1-(99)-373 号地块，股权收购交易总对价为 46,700 万元。 该地块位于西安
市临潼区，东邻芷渭东五路、西邻芷渭东四路、南邻秦汉大道、北邻秦汉北一路，土
地面积约为 154.72 亩，其中住宅地块 112.68 亩，容积率≤2.6；商服地块 42.04 亩，
容积率≤3.5，土地用途为住宅、商服，出让年限为住宅 70 年、商服 40 年。 目前本公
司持有该项目 100%的权益。

上述项目，未来可能因股权转让、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公司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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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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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55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内容详见公告
2020-056），要求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之前披露《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披露《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
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8），
其中提及公司争取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前完成《问询函》的回复披露工作。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对《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认真核查落实和回复，鉴于《问询函》涉及的内容

较多，公司需要相对充足的时间对部分事项进行认真核对，相关回复工作暂时无法
在 2020 年 6 月 4 日前完成。公司争取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前完成回复工作并披露，
并为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为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公司将秉持对上市公司和全体投资者负责任
的态度，认真落实《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尽快完成《问询函》回复并及时披露。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0687 股票简称：*ST 刚泰 公告编号：2020-060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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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债券发行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正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方正香港金控”）的

全资子公司 First FZ Bond Limited 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发行了 2 亿美元的境外债
券，期限为 2 年，票面利率为 6.9%。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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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
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债券已回购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
会授权执行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本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的全部事项。

根据股东大会的上述授权，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召开的执行委员会 2020 年第

27 次和第 30 次会议同意方正香港金控启动境外债券回购。
2020 年 4 月 26 日至 2020 年 5 月 5 日，First FZ Bond Limited 于公开市场对已

发行的境外债券进行回购，该次回购的债券票面金额为 559 万美元。 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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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债券回购实施结果
本次债券回购期间为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 6 月 2 日， 截至本次回购期

限届满，First FZ Bond Limited 已于公开市场回购票面金额为 570 万美元的债券，
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债券条款注销已回购债券。 截至本公告日，First FZ
Bond Limited 已累计回购债券票面金额 1129 万美元， 剩余发行在外的债券票面金
额为 18871 万美元。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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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境外债券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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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 9 月 26 日，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召开临时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欧洲 KLG 公司股权项目的议案》，同意收购欧洲 KLG
Europe Holding B.V.下属七家附属公司 100%（以下简称“目标公司”）股权项目的整
体方案，包括交易结构、交易方式、收购对价等。 本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北
京时间）完成了第一步交割，即收购目标公司 80%的股权。 相关内容详见本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27 日的《关于收购 KLG Europe
Holding B.V. 下属物流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临 2019-048 号） 以及日期分别为
2019 年 10 月 22 日、2019 年 11 月 7 日和 2019 年 12 月 13 日的 《关于收购 KLG

Europe Holding B.V.下属物流公司 100%股权交易的进展公告》（临 2019-052 号、临
2019-055 号、临 2019-057 号）。

根据《股权买卖协议》的约定，本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北京时间）完成了
第二步交割，即收购目标公司剩余 20%的股权。据此，本公司已经完成《股权买卖协
议》项下的全部收购事项，目标公司已成为本公司持股 100%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本次收购后，目标公司业绩可能面临宏观环境、汇率波动、经营管理等不确定
因素的影响，本次收购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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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 KLG Europe Holding B.V.下属物流公司 100%

股权交割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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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临时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该议案并经公司
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0-049）。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

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
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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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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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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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589 号），相关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披露的公告。

收函后，公司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中所提问题逐项进行回复说明。 由
于部分问题的回复需进一步补充、完善，公司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
公司将尽快完成对《问询函》的回复工作，最迟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之前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回复文件并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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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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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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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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3 日下午，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后，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
新盛大厦 B 座 6 层 605 会议室现场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5 名，实际参会监事
5 名。 全体监事推选监事秦斌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
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秦斌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秦斌先生、张威先生、杜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履职尽职

监督委员会委员，秦斌先生为主任委员；
监事会同意选举秦斌先生、叶淑玉女士、郝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财务与

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委员，秦斌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20-036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