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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商會宴賀受勳鄉彥
林宣亮:為香港作出重要貢獻
【香港商報訊】記者趙敘言報
道：香港潮州商會日前假潮州會館
設宴，慶賀 2019 年獲香港特區政
府授勳及委任為太平紳士的 18 位
潮籍鄉彥。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
志、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薊
貽、九龍工作部部長郭亨斌及港島
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蒞臨主禮。
今年共有 18 位鄉彥獲殊榮，包括獲授勳銀紫荊星章
的蔡潔如，銅紫荊星章鄭卓標、丁新豹、林家禮，榮
譽勳章呂金房、唐大錦、陳正欣，行政長官社區服務
獎狀羅曉楓、林月萍、陳義光，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
狀張培仲，獲委任太平紳士陳香蓮、陳文洲、周厚
立、鄭翔玲、鄭泳舜、張俊勇、莊健成。

潮州商會會長林宣亮致辭時表示，今年多
位潮籍鄉彥獲授勳及委任為太平紳士，他十
分高興。受勳鄉彥來自社會不同範疇，包括
商界精英、地區領袖、知識分子等，他們積
極參與公共及社區事務、致力服務社會，為
香港社會作出重要的貢獻，充分證明潮籍鄉
親在推動香港社會發展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是潮人的驕傲。
陳積志表示，香港潮州商會作為一個百年
商會，長久以來一直鼎力支持特區政府，發
揚愛國愛港的精神，展示了對香港的承擔和
貢獻，培養出大量的傑出人才。今年更有多位潮籍人
士獲頒勳銜及嘉獎和獲委任為太平紳士，他們的努力
得到社會各界及特區政府的認同和肯定，也鼓勵更多
人為香港的繁榮發展貢獻力量。
他續稱，近 4 個月來，社會衝突日益嚴重，特區政
府有信心做好應對工作，止暴制亂，但也需要市民的
全力支持，共同守護我們的家園，令社會盡快重回正

觀塘工商聯赴澳華商峰會

【香港商報訊】香港觀塘工商業
聯合會．香港海內外華商聯合會會
長余敏日前率領兩會代表團出席於
澳門舉行的「第 16 屆世界華商高峰
會」。高峰會由世界華商組織聯盟
主辦，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和澳門
政府經濟局合辦，澳門行政長官代
表、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主禮。
梁維特致辭時表示，當今世界正
處於大發展大變革的時期，新科技
余敏(右六)、甄元昌(右七)聯同代表團成員出席華商高峰論壇。
發展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增長新
舊動能接續轉換，本屆「世界華商高峰會」以「新科
區第五個證券巿場交易所。這個政策的實現，澳門必
技、新機遇、新發展」為主題，緊扣當前發展的新形
將更牢固的成為海內外華商前進大灣區，乃至擴大到
勢，多方協作促進海內外華商開展更緊密的經貿交
整個內地各地區的橋頭堡。余敏表示，國家提出的
流，共同把握新時代發展的新機遇。
「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給予香港和
梁維特期待各地華商透過澳門平台加強與內地及葡
全球華商重大機會。希望全球華商可以適時把握當前
語系、歐盟、東盟等國家的對接合作，在強化經貿往
機遇，共同打開新市場，創造商機，享受「一帶一
來的同時，更加積極主動地促進國際人文交流，為國
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和成果。
家的高質量對外開放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兩會代表團參觀了第 24 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
會，遊覽名勝，並品嘗了各式美食。團員還包括榮譽
大會召集人丁楷恩在開幕致辭中表示，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澳門的區域經濟地位越趨重要，可望很快
會長甄元昌，副會長俞建喜、冼婁文英，會董鄭志
就能成為人民幣離岸巿場的納斯達克，也是大中華地
良、蔡來順、洪海濤、周永亨、劉雅君、施維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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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定向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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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山西天然气」）近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9]
PPN394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山西天然气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金额为30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
效，由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山西天然气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的应事
前先向交易商协会备案。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渠道定向披露发行结果。
三、山西天然气应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集中簿记建档业务操作规程》进行集中簿记建
档发行。
四、 山西天然气应按照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接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履行相关义务，
享受相关权利。
五、山西天然气如在注册有效期内变更主承销商，应重新注册。
六、山西天然气应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定
向发行注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自律规则规定，履行定向
信息披露义务。
七、山西天然气应严格按照定向募集说明书或定向发行协议披露的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如存续
期内需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应提前披露。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也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
八、山西天然气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产业政策规定，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确保有关业务
规范健康发展。
九、山西天然气如发生可能对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应严格按照投资人保护机制的要
求，落实相关承诺，切实保护定向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十、山西天然气应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后续管理工作指引》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指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规程》等
相关自律规则规定，建立健全存续期相关工作制度，并积极配合主承销商后续管理工作的开展。
十一、山西天然气在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兑付过程中和存续期内如遇重大问题，应及时向交
易商协会报告。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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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黄颖健

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因公出差

被委托人姓名
尹强

1.3 公司负责人张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建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赵立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4,193,450,47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上年度末
4,144,127,162.0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1.19

2,334,585,421.63
2,212,858,250.06
5.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1-9 月）
（1-9 月）
-80,069,111.50
-35,104,384.7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1-9 月）
（1-9 月）
（%）
2,403,055,510.85
2,293,045,481.42
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155,311.38

135,016,264.17

-39.89

55,436,894.25

119,125,861.59

-53.46

3.6014

6.1018 减少 2.5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479

0.2461

-39.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479

0.2461

-39.9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说明
（7 － 9 月）
（1-9 月）
678,596.31
623,985.67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2,823,577.39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173,770.98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0,404.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78,490.96
所得税影响额
484,372.16
合计
-1,206,120.86

11,157,990.29

26,195,028.40

795,987.45
-2,597,850.69
-10,456,723.99
25,718,417.1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股东名称
（全称）
上海浦科飞人投资
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51,28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 质押或冻结情况
期末持股 比例
售条件股 股份
数量
(%)
数量
份数量 状态
60,000,000 10.94
45,395,358 8.27
22,200,000 4.05

0 质押 60,000,000
0 无
0 无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家
国有法人

业绩：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宣布，截止
二 0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及附属子公司经营业绩如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人民币：元 >
财务指标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9 月

2,351,786,020.36

2,449,254,191.02

利润总额

967,189,039.45

816,681,408.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92,485,974.20

577,613,508.54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6,725,058,569.80

15,510,867,693.47

9,128,579,095.88

8,634,864,078.99

财务指标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二、附注：
1、以上财务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制度编制，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2、备查文件：
（1）载有董事长亲笔签署的季度报告正本
（2）载有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会计经办人签名并盖章的会计报表
（3）公司章程
（4）股东查阅文件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大众大厦 22 楼
电话：86-21-64289122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31 日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
10,968,033 2.00
0 无
国有法人
管理有限公司
朱昕波
6,848,719 1.25
0 无
境内自然人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
4,770,654 0.87
0 无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ISHARES CORE
MSCI EMERGING 4,647,460 0.85
0 无
境外法人
MARKETS ETF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
境内非国有
4,617,046 0.84
0 无
公司
法人
SCBHK A/C KG
INVESTMENTS
4,373,715 0.80
0 无
境外法人
ASIA LIMITED
VANGUARD
EMERGING
3,690,313 0.67
0 无
境外法人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及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股东名称
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浦科飞人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
45,395,358 人民币普通股
45,395,358
管理委员会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2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00,000
司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
10,968,033 人民币普通股
10,968,033
司
朱昕波
6,848,719 人民币普通股
6,848,719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70,654 人民币普通股
4,770,654
ISHARES CORE MSCI
境内上市外资
4,647,460
4,647,460
EMERGING MARKETS ETF
股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617,046 人民币普通股
4,617,046
S C B H K A / C K G
境内上市外资
INVESTMENTS ASIA
4,373,715
4,373,715
股
LIMITED
VANGUARD EMERGING
境内上市外资
MARKETS STOCK INDEX
3,690,313
3,690,313
股
FUND
上海浦科飞人投资有限公司是上海浦东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
中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
789,457 股 A 股股份，上海浦科飞人投资有限公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司持有本公司 60,000,000 股 A 股股份；长城国
的说明
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不适用
股数量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普通股股东总数 51,289 户，其中 A 股股东 25,299 户，
B 股股东 25,990 户。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交易性金融资产
预付账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84,442,766.35
81,082,744.76
0.00
54,757,059.75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6,633,143.22

上年期末

增减金额

0.00
84,442,766.35
39,695,762.85
41,386,981.91
117,733,027.78 -117,733,027.78
31,427,418.92
23,329,640.83
248,368,207.89 -248,368,207.89
0.00

96,633,143.22

增减％
不适用
104.26
-100.00
74.23
-100.00

軌。特區政府亦會加強同社會各界溝通，聆聽不同政
見立場市民們的心聲，幫助香港盡快恢復穩定，重新
出發。

求同存異 冷靜溝通
陳正欣代表是次受勳人士致辭，他指，來自不同領
域的潮籍鄉親盡己所能為香港社會發展貢獻力量，能

原因
分析
注1
注2
注3
注4
注5

不适用 注 6

夠獲此殊榮，感到十分榮幸。他表示，6 月中旬獲授
勳，至今歷經 4 個月的社會變化，心情非常複雜沉
重，希望社會各界人士能夠求同存異，冷靜溝通，令
香港社會盡快恢復穩定。
出席是次活動的該會首長還有副會長黃書銳、高佩
璇、鄭敬凱，永遠榮譽會長蔡衍濤、莊學山、許學
之、胡劍江等。

中藥業協理監事就職
【香港商報訊】
香港中藥業協會日
前舉行「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暨第六屆理監
事就職典禮」，首
席會長李應生、理
事長鄧梅芬聯同
400 多 位 中 醫 中 藥
及社會各界人士聚
首同賀。中聯辦副
主任譚鐵牛出席主
禮並致辭，他期望
業界繼續團結一致，推動中醫藥發展，弘揚中華文
化。

譚鐵牛：弘揚中醫藥文化成績顯著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劉林，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陳肇始、衛生署署長陳漢儀，行政會議成員葉
國謙、張國鈞等亦應邀出席。

证券代码：A 股 600611
B 股 900903
债券代码：15507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

营业总收入

香港潮州商會賀受勳鄉彥晚宴，賓主大合照。

股票简称：大众交通
大众 B 股

编号：临 2019-041
债券简称： 18 大众 01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股票资产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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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班子参与金融市场运作的的预案》
（编
号：临 2019-006），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具体投资事项（含证券、债券、
银行理财产品等）的决策，并由公司计划财务部和法律事务部具体实施本方
案相关事宜。
2019 年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9 日，本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
系统减持了本公司持有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
瑞医疗”）A 股部分股份。累计出售迈瑞医疗（股票代码：300760）股票
967,000 股，占迈瑞医疗总股本的 0.0795%，减持后本公司尚持有迈瑞医疗 A
股 2,918,405 股，上述减持交易金额合计 17,026.26 万元。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持有的迈瑞医疗股票资产按照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扣除年初账面公允价值及本次相关
交易税费后，预计本次处置股票资产对 2019 年度损益的影响约为 10,829.63
万元（未考虑所得税）。
以上数据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本次减持对公司
的影响最终以注册会计师审计后数据为准，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31 日

在建工程
开发支出
短期借款
应交税费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02,536,847.14
10,188,630.33
316,728,166.16
11,616,309.14
452,610.82
253,521.26
1,745,855.68
11,784,291.01
-34,539,644.17

119,166,627.75
6,798,312.48
206,614,015.12
21,208,862.17
4,173,297.07
47,083.80
3,403,296.49
0.00
-75,701,094.41

83,370,219.39
3,390,317.85
110,114,151.04
-9,592,553.03
-3,720,686.25
206,437.46
-1,657,440.81
11,784,291.01
41,161,450.24

69.96
49.87
53.29
-45.23
-89.15
438.45
-48.70
不适用
不适用

注7
注8
注9
注 10
注 11
注 12
注 13
注 14
注 15

注 1：系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致。
注 2：主要系境内子公司本期预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注 3：系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致。
注 4：系境内子公司上工申贝融资租赁公司应收的融资租赁款本期增加所致。
注 5：系欧洲 DA 公司本期完成转让持有的 STOLL 公司 26% 股权所致。
注 6：系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致。
注 7：主要系境内外子公司本期增加的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的支出所致。
注 8：主要系境内外子公司本期增加的资本性研发支出所致。
注 9：主要系公司本期增加的银行短期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注 10：主要系公司本期末应交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比上年末减少所致。
注 11：主要系公司本期将原计入“递延收益”科目的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
金项目结转至“其他收益”科目所致。
注 12：主要系境外子公司本期增加的利息及租金费用所致。
注 13：主要系期末应付的一年以上融资租赁款比上年末减少所致。
注 14：系回购本公司股票所支付的现金。
注 15：主要系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致。
（2）报告期公司损益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金额
增减 % 原因分析
其他收益
11,157,990.29
6,316,969.19
4,841,021.10
76.64
注1
投资收益
29,059,040.38 18,896,529.58 10,162,510.80
53.78
注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964,011.98
0.00 -1,964,011.98 不适用
注3
信用减值损失
-5,583,155.25
0.00 -5,583,155.25 不适用
注4
资产处置收益
623,985.67 -1,032,914.22
1,656,899.89 不适用
注5
营业利润
110,943,704.35 200,699,295.67 -89,755,591.32 -44.72
注6
营业外收入
1,437,187.99
4,463,535.60 -3,026,347.61 -67.80
注7
营业外支出
641,200.54
1,431,612.67
-790,412.13 -55.21
注8
所得税费用
23,603,680.51 58,601,990.57 -34,998,310.06 -59.72
注9
少数股东收益
6,980,699.91 10,112,963.86 -3,132,263.95 -30.97 注 10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071,118.51 20,859,031.31 -26,930,149.82 -129.11 注 11

注 1：主要系上工富怡 2018 年 8 月底纳入合并范围同比增加补贴收入以及
同比增加财政扶持资金综合影响所致。
注 2：主要系欧洲 DA 公司本期完成转让持有的 STOLL 公司 26% 股权所致。
注 3：系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所致。
注 4：系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按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的信用损失所致。
注 5：主要系同比减少固定资产处置损失所致。
注 6：主要系公司受汽车行业同比下滑影响，销售的产品结构变化，毛利率
同比下降等综合影响所致。
注 7：主要系同比期间公司母公司完成上海派雪菲克实业公司股东工商变更
并确认权益等综合所致。
注 8：主要系同比减少对外捐赠支出所致。
注 9：主要系所得税税率高的 DA 集团本期净利同比下降所致。
注 10：主要系同比减少非全资子公司净利等综合影响所致。
注 11：主要系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同比减少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增加综合影响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金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069,111.50 -35,104,384.74 -44,964,726.7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11,218,180.52 -211,101,941.25 222,320,121.77
982,724.04

6,913,362.56 -5,930,638.52

原因
分析
不适用 注 1

增减％

不适用 注 2
-85.79 注 3

注 1：主要系收到的税费返还、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和支付给职
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及上工富怡 2018 年 8 月底纳入合并范围等
综合影响所致。

香港中藥業協會舉行第六屆理監事就職典禮。
譚鐵牛致辭時讚揚香港中藥業協會十年如一日，始
終高舉愛國愛港大旗，大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致力於推動中醫藥發展、促進中醫藥交
流、弘揚中醫藥文化，取得了顯著成績。
他表示，中醫中藥源於中華文化，發展中醫中藥就
是弘揚中華文化，當下國家正大力推動中醫中藥的現
代化，中醫中藥在香港有非常好的發展空間，冀協
會繼續發揮團結一致的優良傳統，把香港的中醫藥
與社會工作搞得更加有聲有色。
陳肇始指，香港自回歸以來一直積極發展中醫
藥，隨中醫藥已納入本港醫療系統，政府更是加
大力度推動中醫中藥發展，包括於 18 間地區中醫
診所提供政府資助的中醫門診、推拿和針灸服務；
以及透過 5 億元專項基金，培育中醫藥人才和提升
業界整體水平。政府正積極籌備香港首間中醫醫
院，又會成立一所由衛生署管理的永久政府中藥檢
測中心，期望最快於 2024 年投入服務。

李應生：推動中藥業多元化
李應生表示，未來協會將繼續為業界擔當橋樑角
色，通過舉辦更多不同活動，推動中藥業多元化、
國際化；同時亦會團結業界全面配合國家發展，為
國家富強、香港繁榮作出更大貢獻。
鄧梅芬亦表示，要推動本港中藥業穩健發展，加
強兩地文化交流互通，讓五千年中藥文化國粹得以
發揚光大。

注 2：主要系本期收到处置 STOLL 公司股权投资款、同比减少支付收购上
工富怡 65% 股权款以及同比增加购建固定资产支出等综合影响所致。
注 3：主要系欧元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并于 2019 年 9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
露的相关公告。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A 股股份数量为
1,439,4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成交最低价为 7.96 元 / 股，成交最高价
为 8.30 元 / 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1,784,291.01 元（含印花税、佣
金等交易费用）。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按照相关规定及《回
购报告书》实施本次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敏

日期

2019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0843 900924 证券简称：上工申贝 上工 B 股 公告编号：2019-062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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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发表意见的董事 9 名，实际发表意
见的董事 9 名。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 1 名，董事黄颖健因公出差委托董事尹
强出席。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同意《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
券报》、《香港商报》上披露的正文，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843 900924 证券简称：上工申贝 上工 B 股 公告编号：2019-063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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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发出，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发表意见的监事 3 名，实际发表意见的监事 3 名。会议的召集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三名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进行了审核，认为
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以及
公司财务状况；未发现参与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和现象。
表决结果：同意：3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特此公告。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