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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年 3�月 10�日召开

的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万元进行委托理

财，该额度可由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共同滚动使用，有效期自相关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详细内容

参见 2016�年 2�月29�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27）。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详细情况如下：

一、五矿信托-如皋经贸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产品名称：五矿信托-如皋经贸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参与信托计划金额及信托期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分别以自有资金3，500万元、1，000万元分别认购了3，500万份、1，000万份信托

单位；起息日：2016�年 3�月 28�日，到期日：2017�年 7�月 9�日。

3、预期年收益率为7.5%。

4、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与处分：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 或“受托人” ）将信托计划资

金按照《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暨回购合同》的约定用于受让如皋经贸持有的特定

资产收益权，受让价款约玖亿零玖佰万元，如皋经贸有义务按照《特定资产收益权

转让暨回购合同》的约定回购特定资产收益权并支付回购价款，具体事宜由受托

人与如皋经贸签署《特定资产收益权转让暨回购合同》进行约定。

信托计划续存期间，若有闲置/剩余资金，受托人有权运用于银行存款、国债、

货币市场基金等低风险高流动性金融产品或向受益人分配部分或全部信托利益。

5、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6、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五矿信托无关联关系。

7、风险揭示：

受托人在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包括但不限

于法律法规与政策风险、信用风险、投资风险、强制赎回风险、信托财产未能按期变

现或不能变现的风险、信托期限提前终止或延长的风险、受托人管理风险、不可抗

力风险和其他风险等各项风险因素。

受托人依据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受托

人因违背信托文件、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受托人以固有财

产赔偿；但受托人赔偿以信托财产实际损失为上限，并不得超过信托财产本身。 受

托人固有财产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受托人承诺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处理本信托计划的信托事务并谨慎管

理信托财产，但不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亦不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

二、华融-兖州惠民城投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产品名称：华融-兖州惠民城投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参与信托计划金额及信托期限：

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认购了 5，000� 万份信托单

位；起息日：2016年1月18日，到期日：2017年1月18日。

3、预期年收益率为6.8%。

4、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与处分：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信托” 或“受托人” ）将信托计

划资金按照《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用于受让兖州市惠民

城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方” ）持有的对济宁市兖州区财政局（以下简

称“区财政局” ）的应收账款、向融资方支付转让价款；融资方将按照《应收账款转

让及回购合同》的约定回购该等应收账款、并支付投资本金及回购溢价；具体事项

由受托人与融资方、区财政局签署的《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进行约定。

融资方以其持有的六项房屋所有权、七项土地使用权，为融资方向受托人履行

《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 项下的支付全部应付款项的义务提供第二顺位抵押

担保。济宁市兖州区国开齐鲁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两项土地使用权，

为融资方向受托人履行《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项下的支付全部应付款项的

义务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区财政局出具《承诺函》，承诺若融资方未按时、足额

向华融信托支付本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应付款项， 区财政局将安排专项资金按照合

同约定，将融资方应付未付的相应款项按时、足额直接支付至受托人指定的账户。

融资方同意受托人将转让价款支付至监管账户， 承诺将受托人支付的转让价

款用于融资方建设的济宁市兖州区新农村项目。

信托期限内，受托人可以将闲置资金用于赎回信托受益权、投资于银行存款、

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及银行理财产品等用途。

5、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6、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华融信托无关联关系。

7、风险揭示：

受托人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法律政策风险、经营投资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及其他风险等；受托

人对管理、运用及处分信托财产的盈亏不提供任何承诺。

受托人依据信托合同约定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受托

人因违背信托合同、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受托人以固有财

产赔偿；但受托人赔偿以信托财产的实际损失为上限，并不得超过信托财产本身。

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受托人承诺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处理本信托计划的信托事务并谨慎管

理信托财产，但不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亦不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

三、中信-聚信汇金地产基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产品名称：中信-聚信汇金地产基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参与信托计划金额及信托期限：

公司子公司深圳市佳视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1月5日以自有资金1，

200万元认购了1，200万份优先级资金信托受益权份额；起息日为：2016年1月7日，

到期日为：2016年4月14日。

3、预期年收益率为5.5%。

4、信托资金的运用：

本信托计划项下资金主要用于天津市天嘉湖二期房地产开发项目及其建设

（本项目），并可补充信托计划的流动性需要。 天津中信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本

项目的基金战略投资管理人以及项目公司运营顾问，为本项目提供专业服务。

保障措施：公司为优先级受益人持有的优先级信托受益权，优先于本信托计划

项下其他所有级别的信托受益权获得信托利益的分配。并且，中信集团已经与中信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 或“受托人” ）签署《T2类资金信托合

同》、《T3类资金信托合同》。 根据该等合同，中信集团承诺出资认购T2类信托受

益权、T3类信托受益权，以保障优先级受益人信托利益按时、足额的实现。 受托人

负责督促中信集团及时履行上述承诺义务。

5、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6、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信信托无关联关系。

7、风险揭示：

受托人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面临多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政

策风险与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等。 受托人承诺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和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服务。信托计划不承诺保本和

最低收益，受托人依据信托文件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 受

托人因违背信托文件、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由受托人以固有

财产赔偿；不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四、上海国际信托现金丰利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产品名称：现金丰利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参与信托计划金额及信托期限：本信托计划为开放式，公司可在股东大会批

准的额度有效期内根据需要进行加入、退出、追加操作。

3、产品类型：本信托计划主要是进行短期风险较低的货币市场的投资运作。

4、投资范围：本信托主要投资于价格波动幅度低、信用风险低并且流动性良好

的短期货币市场金融工具，包括：（1）金融同业存款；（2）期限在 3�年以内的短期

固定利率债券，包括上市流通的短期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央行票据、商业银行次

级债和企业短期融资券等等；（3）上市流通的浮动利率债券；（4）期限 1�年以内

的债券回购；（5）货币市场基金；（6）期限 6�个月以内的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

或大额存单；（7）为高资信等级的企业提供期限在 6�个月以内的短期流动资金贷

款；（8）期限 6�个月以内的有银行回购承诺的资产包；（9）剩余期限在 3�年以内

的信托计划；（10）法律法规允许投资的其它流动性良好的短期金融工具。

5、信托收益说明：（1）委托人的投资收益根据每日记录的“每万份 A�类信托

单位收益” 、 “每万份 B� 类信托单位收益” 、 “每万份 C� 类信托单位收益” 、

“每万份 D�类信托单位收益” 和委托人的投资额度以及投资天数进行加总计算。

（2）受托人于每一个工作日在其公司网站公布前一日的“每万份 A�类信托单位

收益” 、“每万份 B�类信托单位收益” 、 “每万份 C�类信托单位收益” 、 “每万

份 D� 类信托单位收益” 。 上海国际信托网址为 http://www.shanghaitrust.

com/index.html。

6、加入和退出：加入和追加实行 T�日计算收益，投资者认购资金到账的当天

即开始享有投资收益。 赎回资金预计可于 T+1个工作日内划付，但由于通讯或电

脑系统故障、信托利益指定账户的开户行操作系统的差异等因素，有可能导致赎回

资金延迟到账。

7、 信托利益的分配： 委托人的全部投资收益在其全部退出该信托计划时结

算，并与其委托本金一并提取。

8、信息披露：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披露参与上海国际信托现金丰利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加入、退出、追加操作及其收益情况。

9、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海国际信托无关联关系。

11、风险揭示：

受托人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面临多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利

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信用风险、再投资风险、操作或技术风险、大额退出

风险、顺延或暂停退出风险、受托人浮动信托报酬风险及其他风险等。 受托人根据

合同的规定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导致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损失由信托财

产承担；受托人违反合同的规定处理信托事务，致使信托财产遭受损失的，受托人

应予以赔偿，不足赔偿的，由信托财产承担。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参与的以上信托计划，有相应的担保措施，风险可控，属于股东大会授权

范围内， 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公司使用的资金为自有闲置资

金，由管理层根据经营情况测算，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

会影响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公司将按照相关制度进行决策、实施、检查和监督，确

保购买事宜的规范化运行，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含本次公告）

（一）银行理财产品

单位：元

签约方

资金来

源

投资金额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收益

投资盈亏

是否

涉讼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金额

浦发银行

闲置募

集资金

200,000,000.00 2015-3-18 2015-9-18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900,000.00 4,900,000.00 否

65,000,000.00 2015-7-8 2015-10-5 673,150.68 688,109.59 否

九江银行 65,000,000.00 2015-6-29 2015-9-28 810,273.97 810,273.97 否

交通银行

60,000,000.00 2015-2-12 2015-5-15

保本保收

益型

771,287.67 771,287.67 否

70,000,000.00 2015-3-19 2015-6-19 899,835.62 899,835.62 否

60,000,000.00 2015-3-31 2015-7-1 786,410.96 793,972.60 否

55,000,000.00 2015-5-22 2015-8-21 637,623.29 644,479.45 否

国开行

30,000,000.00 2014-12-10 2015-3-9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7,232.88 307,232.88 否

85,000,000.00 2014-12-25 2015-3-26 890,054.79 890,054.79 否

110,000,000.00 2015-1-20 2015-4-21 1,151,835.62 1,151,835.62 否

50,000,000.00 2015-3-30 2015-6-30 529,315.07 529,315.07 否

100,000,000.00 2015-4-23 2015-7-23 1,047,123.29 1,047,123.29 否

浦发银行

闲置自

有资金

200,000,000.00 2015-7-27 2015-8-9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352,876.71 554,520.56 否

80,000,000.00 2015-7-24 2015-7-30

保证收益

型

55,232.88 134,136.97 否

中国银行深

圳上步支行

10,000,000.00 2015-8-7

2015-11-1

3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115,452.05 115,452.05 否

浦发银行 80,000,000.00 2015-9-22

2015-11-3

0

63,671.23 594,849.32 否

合计 -- 1,320,000,000.00 － － － 13,991,376.71 14,832,479.45 －

（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

单位：元

委托方

资金来

源

投资金额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投资盈亏

是否涉

讼

购买日期 赎回日期 金额

上海国

际信托

闲置自

有资金

95,000,000.00 2015-3-27

现金丰利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638,889.27 否

150,000,000.00 2015-3-31

65,000,000.00 2015-4-3

-200,000,000.00 2015-4-9

-60,000,000.00 2015-4-20

-50,000,000.00 2015-4-29

100,000,000.00 2015-5-21

585,117.28 否

100,000,000.00 2015-5-29

100,000,000.00 2015-6-1

-300,000,000.00 2015-6-10

100,000,000.00 2015-6-24 否

150,000,000.00 2015-6-25 否

300,000,000.00 2015-7-21 否

20,000,000.00 2015-8-11 否

-50,000,000.00 2015-8-19 否

-300,000,000.00 2015-8-20 否

300,000,000.00 2015-8-31 否

50,000,000.00 2015-8-26 否

-100,000,000.00 2015-9-8 否

-100,000,000.00 2015-9-10 否

60,000,000.00 2015-9-18 否

90,000,000.00 2015-9-18 否

-250,000,000.00 2015-9-24 否

200,000,000.00 2015-9-29 否

-50,000,000.00 2015-9-8 否

10,000,000.00 2015-9-11 否

100,000,000.00

2015-10-1

4

否

300,000,000.00

2015-11-1

1

否

-100,000,000.00 2015-12-3 否

-200,000,000.00

2015-12-1

5

否

-200,000,000.00 2016-1-8 否

-50,000,000.00 2016-1-12 否

-50,000,000.00 2016-1-15 否

-100,000,000.00 2016-1-28 否

100,000,000.00 2016-2-1 否

50,000,000.00 2016-2-3 否

-20,000,000.00 2016-2-25 否

-50,000,000.00 2016-3-11 否

200,000,000.00 2016-3-23 否

100,000,000.00 2016-3-29 否

合计 -- 510,000,000.00 — — — — —

注：根据《现金丰利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关于“退出时信托资金的计算”

约定，部分赎回的为有效的部分退出申请，只退出所申请的这部分投资本金，未结

息，收益在全部退出时一并结清。2015年4月29日的赎回为全额退出，2015年3月27

日至2015年4月29日累计收益为638，889.27元；2015年6月10日的赎回为全额退

出，2015年5月21日至2015年6月10日累计收益为585，117.28元。 截止2016年3月

30日，持有份额510，000，000.00元，相关收益待结转。

（三）其他信托计划

单位：元

委托方 投资金额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收益 总投资盈亏金额

是否

涉讼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上海国际

信托

100,000,000.00 2014-4-23 2016-4-23

上信雨润控股2号信托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800,000.00 14,912,205.10 否

50,000,000.00 2014-4-29 2015-4-29

上信绿城香溢花城信托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Ab4类

4,500,000.00 4,500,000.00 否

300,000,000.00 2014-4-29 2016-4-29

上信绿城香溢花城信托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B2类

55,800,000.00 39,587,325.00 否

中建投信

托

50,000,000.00 2014-4-23 2016-4-23

中建投?南京六合信托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00,000.00 未到期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00,000,000.00 2014-4-29 2015-4-29

外贸信托?富荣65号

（长沙恒大雅苑贷款项

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300,000.00 9,317,416.64 否

中信信托 40,100,000.00 2014-4-30 2016-2-20

中信民生 7�号丹阳投资

应收账款流动化信托项

目

6,898,847.95 6,899,232.46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50,000,000.00 2014-5-22 2015-4-17

外贸信托?富荣38号

（荣盛沈阳紫提东郡

26-2项目）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3,502,465.75 12,377,674.68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78,000,000.00 2014-6-9 2015-12-16

外贸信托?启东城投中

延工程贷款项目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一期）

11,030,054.79 11,030,054.79 否

上海国际

信托

80,000,000.00 2014-6-20 2016-6-20

上海信托?南通朝霞信

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XF1406）

15,040,000.00 未到期 否

上海国际

信托

100,000,000.00 2014-7-18 2016-7-18

上海信托?淮安新城信

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上信-GD-1502）

18,400,000.00 未到期 否

上海国际

信托

50,000,000.00 2014-7-11 2016-1-27

上海信托?淮安园林实

业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上信-JD-9901）

6,965,753.42 3,728,899.54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50,000,000.00 2014-7-11 2015-6-18

外贸信托?鑫诚10号德

州德达城投公司应收账

款投资项目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一期)

12,930,410.96 12,854,794.52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81,870,000.00 2014-7-18 2016-4-18

外贸信托?富荣63号

（珠江四季悦城项目）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355,287.67 10,524,146.00 否

中建投信

托

14,900,000.00 2014-7-23 2015-9-10

中建投·江苏润科信托

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76,420.00 1,580,227.78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5,100,000.00 2014-7-25 2015-6-20

外贸信托?鑫诚7号盘锦

建投应收账款转让项目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

期）B1类收益权

1,255,989.04 1,267,407.12 否

上海国际

信托

50,000,000.00 2014-8-29 2016-8-29

上海信托?咏恒投资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200,000.00 未到期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50,000,000.00 2014-9-22 2015-11-1

外贸信托?湘潭市两型

投公司信托贷款项目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5,104,109.59 4,383,777.77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50,000,000.00 2014-9-26 2015-4-29

外贸信托?富荣65号

（长沙恒大雅苑贷款项

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A类受益权）

2,650,684.93 2,658,393.25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00,000,000.00 2014-10-10 2015-7-10

外贸信托?富荣80号

（福州世欧项目）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7,105,479.45 7,105,479.45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50,000,000.00 2014-11-3 2015-5-18

外贸信托?福州东二环

泰禾城市广场四期开发

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443,287.67 2,447,222.22 否

上海国际

信托

70,000,000.00 2014-11-4 2015-11-4

上海信托?苏宁环球信

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6,090,000.00 6,092,160.10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200,000,000.00 2015-1-21 2017-1-21

外贸信托?鑫诚26号?晋

江城投应收账款债权转

让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40,054,794.52 未到期 否

中信信托 180,000,000.00 2015-3-20 2016-3-20

中信融汇5号天津恒大

山水城贷款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6,244,383.56 16,246,109.59 否

中建投信

托

90,700,000.00 2015-4-3 2017-4-3

中建投?安投应收债权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164,849.32 未到期 否

五矿信托 100,000,000.00 2015-4-17 2016-4-17

五矿信托－柳州建投信

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8,523,287.67 未到期 否

五矿信托 100,000,000.00 2015-4-17 2017-4-17

五矿信托－柳州建投信

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20,027,397.26 未到期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7,000,000.00 2015-4-20 2016-4-18

外贸信托?富荣63号

（珠江四季悦城项目）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85,331.51 820,482.97 否

中建投信

托

50,000,000.00 2015-4-23 2017-4-23

中建投?建泉1号（六盘

水棚改）信托贷款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9,813,424.66 未到期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0,000,000.00 2015-4-23 2016-4-23

外贸信托?菁华5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五期-3

852,328.77 未到期 否

中信信托 150,000,000.00 2015-4-24 2017-4-24

中信民生9号邵阳城投

应收账款流动化信托项

目优先级信托受益权

28,539,041.10 未到期 否

上海国际

信托

37,650,000.00 2015-5-8 2016-11-7

上信?滨江新城信托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879,027.40 未到期 否

上海国际

信托

43,100,000.00 2015-5-8 2017-5-7

上信?滨江新城信托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595,991.23 未到期 否

安信基金 400,000,000.00 2015-6-12 2016-6-12

安信乾盛兆驰互联网融

通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 -22,377,499.60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50,000,000.00 2015-7-29 2015-8-25

外贸信托?五行荟智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03,287.67 203,287.67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00,000,000.00 2015-8-10 2016-8-10

外贸信托?汇金2号消费

信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523,287.67 未到期 否

中信信诚 10,000,000.00 2015-8-12 2016-3-2

中信信诚稳健收益10号

金融投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361,506.85 361,706.85 否

中信信托 20,000,000.00 2015-8-19 2017-8-19

中信基业21号六盘水交

投应收账款流动化信托

项目

3,604,931.51 未到期 否

华融国际

信托

50,000,000.00 2015-8-21 2017-8-21

华融-涪陵开发信托贷

款集合信托计划

8,211,232.88 未到期 否

五矿信托 100,000,000.00 2015-8-26 2016-8-26

五矿信托-衡阳交投信

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8,500,000.00 未到期 否

中信信托 130,000,000.00 2015-9-15 2017-9-15

中信基业28号重庆兴荣

应收账款流动化信托项

目

23,432,054.79 未到期 否

五矿信托 100,000,000.00 2015-9-29 2017-9-29

吉林铁投信托贷款集合

资金计划产品

18,625,479.45 未到期 否

中融国际

信托

50,000,000.00 2015-11-18 2017-11-18

中融-懿德嘉行7号（六

期）财产权信托计划

7,810,684.93 未到期 否

五矿信托 300,000,000.00 2015-12-3 2016-6-21

信达沁宜股权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1,564,383.56 未到期 否

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

100,000,000.00 2016-1-12 2017-1-12

外贸信托?菁华5号集合

信托计划十三期-2

7,520,547.95 未到期 否

中建投信

托

65,600,000.00 2016-1-12 2018-1-12

中建投·建泉36号（榆

林城投）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1,167,276.71 未到期 否

华融国际

信托

150,000,000.00 2015-12-17 2016-12-17

华融-和济投资信托贷

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528,767.12 未到期 否

华融国际

信托

50,000,000.00 2016-1-18 2017-1-18

华融-兖州惠民城投应

收账款转让及回购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3,409,315.07 未到期 否

中信信托 12,000,000.00 2016-1-7 2016-4-14

中信-聚信汇金地产基

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77,205.48 未到期 否

五矿信托 35,000,000.00 2016-3-28 2017-7-9

五矿信托-如皋经贸特

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3,365,753.4 未到期 否

五矿信托 10,000,000.00 2016-3-28 2017-7-9

五矿信托-如皋经贸特

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961,643.8 未到期 否

合计

4,441,020,

000.00

— — — — — —

七、备查文件

1、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五矿信托-如皋经贸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说

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银行电子回单；

3、 五矿信托-如皋经贸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说

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银行回单；

4、华融-兖州惠民城投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同、说明书、

风险申明书及银行回单；

5、中信-聚信汇金地产基金1号信托确认书、风险声明书及付款回单；

6、上海国际信托现金丰利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同、说明书及风险说明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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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79

证券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

2016－023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300万元–800万元 -3,824.35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公司2015年重大资产出售以后，盈利能力得到改善。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79

证券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

2016- 024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2,278,1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2,278,1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4月1日。

一、股东股份历次限售承诺情况

1、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郭茂秋、于荣家、冯振吉、卢宪娥、庞树正在公司2010年3月30日披露的《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中承诺：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本公司作为股东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在前述锁定期结束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公司股东郭茂秋、于荣家、冯振吉、卢宪娥、庞树正2012年2月23日出具关于持有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

（1）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股份交易的相关规定；（2）若本人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在前述锁定期结束后3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3）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将其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内容详见公司2012年2月24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追加

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2-007）。

根据以上承诺，2016年03月31日前，股东郭茂秋、于荣家、冯振吉、卢宪娥、庞树正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公司已根据上述承诺对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追加限售，限售期限至2016年03月31日。 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4月2日、2015年7月9

日、2015年8月13日和2015年9月7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追加部分股份锁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9、2015-054、2015-063、

2015-069）。

3、股东持股情况历年变动情况

（1）郭茂秋持股情况

时间 持股数量 股份性质 备注

2010.3.31 275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注1

2011.6.1 550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注2

2013.3.29 550000

其中：1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3、注4

412500 高管锁定股

2013.5.3 1100000

其中：2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5

825000 高管锁定股

2013.5.11 825000 高管锁定股 卖出股份

2014.1.1 825000

其中：206250 无限售流通股

注4

618750 高管锁定股

2014.1.13 618750 高管锁定股 卖出股份

2014.6.13 1237500 高管锁定股 注8

2015.1.1 1237500

其中：309375 无限售流通股

注4

828125 高管锁定股

2015.1.8 1237500 高管锁定股

注9

2015.7.7 1237500

其中：618750 无限售流通股

618750 高管锁定股

2015.7.9 1237500

其中：309375 无限售流通股

注10618750 高管锁定股

309375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2015.10.9 928125

其中：618750 高管锁定股

卖出股份

309375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2）于荣家持股情况

时间 持股数量 股份性质 备注

2010.3.31 175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注1

2011.6.1 350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注2

2013.3.29 350000 高管锁定股 注3、注12

2013.5.3 700000 高管锁定股 注5

2013.9.23 700000

其中：3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12

350000 高管锁定股

2013.9.25 700000

其中：1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13

其中：525000 高管锁定股

2014.1.30 525000 高管锁定股 卖出股份

2014.6.13 1050000 高管锁定股 注8

2015.1.1 1050000

其中：2625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13

787500 高管锁定股

2015.3.4 787500 高管锁定股 卖出

2015.9.2 7875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13

2015.9.8 787500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注11

（3）冯振吉持股情况

时间 持股数量 股份性质 备注

2010.3.31 100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注1

2011.6.1 200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注2

2013.3.29 200000 高管锁定股 注3

2013.4.26 200000

其中：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13

150000 高管锁定股

2013.5.3 400000

其中：1000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5

300000 高管锁定股

2013.5.31 300000 高管锁定股 卖出股份

2014.1.1 300000

其中：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4

225000 高管锁定股

2014.1.30 225000 高管锁定股 卖出股票

2014.6.13 450000 高管锁定股 注8

2015.1.1 450000

其中：1125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13

337500 高管锁定股

2015.2.10 337500 高管锁定股 卖出股票

2015.8.11 3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13

2015.8.13 337500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注11

（4）卢宪娥持股情况

时间 持股数量 股份性质 备注

2010.3.31 150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注1

2011.6.1 300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注2

2013.3.29 300000 高管锁定股 注3

2013.4.26 300000

其中：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13

225000 高管锁定股

2013.5.3 600000

其中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5

450000 高管锁定股

2013.5.31 450000 高管锁定股 卖出股份

2014.1.1 450000

其中：1125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13

337500 高管锁定股

2014.1.30 337500 高管锁定股 卖出股票

2014.6.13 675000 高管锁定股 注8

2015.1.1 675000

其中：168750 无限售流通股

注13

506250 高管锁定股

2015.2.10 506250 高管锁定股 卖出股票

2015.8.11 506250 无限售流通股 注13

2015.8.13 506250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注11

（5）庞树正持股情况

时间 持股数量 股份性质 备注

2010.3.31 300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注1

2011.6.1 600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注2

2013.3.29 600000

其中：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3、注4

450000 高管锁定股

2013.5.3 1200000

其中：3000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5

900000 高管锁定股

2013.5.31 900000 高管锁定股 卖出股份

2014.1.1 900000

其中：2250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7

675000 高管锁定股

2014.1.13 675000 高管锁定股 卖出股份

2014.6.13 1350000 高管锁定股 注8

2015.3.30 1350000

其中：6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6

675000 高管锁定股

2015.4.3 1350000

其中：3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注10337500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675000 高管锁定股

2015.5.14 1012500

其中：337500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卖出股份

675000 高管锁定股

注1：公司首发限售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

份。

注2:2010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以公司2010年末总股本77,5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

元,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1年5月31日。

注3：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注4：郭茂秋先生作为公司的副总经理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注5: � 2012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1,600,000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0.000000股，共计转增231,6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463,200,000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日。

注6：庞树正先生于2014年9月30日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注7：庞树正作为公司的董事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注8：2013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63,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00000元人民币现

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000000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13日。

注9：郭茂秋先生于2015年1月7日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

过50%。

注10：根据股东承诺：2016年03月31日前，股东郭茂秋、庞树正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公司自起其

离职满一年半后，申请对其本年年初所持股份总数的25%追加锁定。

注11：根据股东承诺：2016年03月31日前，股东于荣家、冯振吉、卢宪娥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公司

分别于2015年9月8日、2015年8月13日和2015年8月13日对以上股东2015年的股份数进行追加限售。

注12：于荣家先生于2013年1月15日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申请离任时间为2013年3月22日，根据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注13：根据股东承诺：2016年03月31日前，股东于荣家、冯振吉、卢宪娥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公司

自其离职满一年半后，分别于2013年9月23日、2013年3月22日和2013年3月22日公司申请以上股东为类高管，使其对其每年所持股份总

数的25%追加锁定。以上股东申请类高管的离职日期分别为：2015年3月4日、2015年2月12日、2015年2月12日，根据相关规定。类高管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以上股份锁定的承诺。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4月1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2,278,12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2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5人。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持有人名称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1 郭茂秋 郭茂秋 928,125 309,375

2 于荣家 于荣家 787,500 787,500

3 冯振吉 冯振吉 337,500 337,500

4 卢宪娥 卢宪娥 506,250 506,250

5 庞树正 庞树正 1,012,500 337,500

合计 3,571,875 2,278,125

截至公告日，上述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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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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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五届十二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员单位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详见公告“临2015—077”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包括全资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继续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

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财务公司” ）融资提供账面余额不超

过（含）人民币30亿元的担保，期限为三年，但根据《公司章程》及上市规则规定须

由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担保除外；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授权范围内处理对下属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紫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其95%的股权。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崇礼紫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崇礼紫金” ）营运

资金需求，根据上述授权，经研究，本公司同意为崇礼紫金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融资

业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叁年。 截止本公告日，

本公司为崇礼紫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厦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

金属” ）营运资金需求，根据上述授权，经研究，本公司同意为紫金金属向紫金财务

公司申请融资业务提供保证担保， 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为叁年。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为紫金金属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新疆金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脉物流” ）营运

资金需求，根据上述授权，经研究，本公司同意为金脉物流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融资

业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叁年。 截止本公告日，

本公司为金脉物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691.87万元。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崇礼紫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崇礼紫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崇礼区四台嘴乡东坪村

法定代表人：孔祥钦

注册资本：23,750万元

经营范围：金矿石开采、金矿石加工、黄金销售，地质矿产资源勘查（以采矿许可

证核准期限为准2011年05月04日至2021年04月18日）

崇礼紫金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占股份总额60%，崇礼县财政局国有

资产管理中心占股份总额36%，崇礼紫金工会委员会占股份总额4%。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崇礼紫金资产总额为71,096.84万元， 负债总额为20,

283.81万元（其中银行借款10,7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0,281.26万元），净资产为

50,813.0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8.53%；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5,614.39万元，实现

净利润14,858.15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崇礼紫金资产总额为68,943.70万元， 负债总额为26,

610.55万元（其中银行借款1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6,603.52万元），净资产为

42,333.1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8.60%。 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7,557.14万元，实现

净利润2024.08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紫金矿业集团（厦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紫金矿业集团（厦门）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厦门市湖里区翔云三路128号608室

法定代表人：饶建东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互联网销售；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

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除外）。

紫金金属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占股份总额5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占股份总额49%。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紫金金属资产总额为2417.5万元，负债总额为14.79万元

（其中银行借款0元，流动负债总额14.79万元），净资产为2402.72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0.61%。 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实现净利润-147.28万元。（以上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紫金金属资产总额为3,554.24万元， 负债总额为1,

942.76万元（其中银行借款0元，流动负债总额1,942.76万元），净资产为1,611.48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54.66%。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108.43万元，实现净利润-791.

23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新疆金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新疆金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卫星路475号

法定代表人：杨川江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矿产品，建材，车辆及零配件的销

售；矿业投资；机电产品，工程机械及配件，五金交电，劳保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及

相关信息咨询；矿业投资；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及咨询；金银制品、珠宝玉石、工艺品、

礼品的设计、销售及技术咨询；物流园区的建设及仓储管理经营业务；黄金、铂金、白

银饰品加工、制作、销售；食品、酒类销售；钢材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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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脉物流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西北有限公

司占100%的股份。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金脉物流资产总额为21,709.68万元， 负债总额为15,

133.94万元（其中银行借款0元，流动负债总额15,133.94万元），净资产为6576.74万

元， 资产负债率为69.71%。 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145.54万元， 实现净利润

733.89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金脉物流资产总额为25,124.32万元， 负债总额为17,

084.26万元（其中银行借款0元，流动负债总额17,084.26万元），净资产为8,040.0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8.00%。 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299.91万元，实现净利润

1,463.32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崇礼紫金拟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贷款，本公司为

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叁年，少数股东为该笔贷款按股权比例提供

反担保。

紫金金属拟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贷款，本公司为

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叁年。

金脉物流拟向紫金财务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贷款，本公司为

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叁年。

根据董事会授权，由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处理上述担保的具体事宜。

四、决策意见

公司五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紫金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员单

位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公司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解决崇礼紫金、紫金金属、与金脉物流的资金需求，

崇礼紫金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金属与金脉物流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风

险在可控范围内；紫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集团内的成员企业通过向其

融资，充分发挥财务公司的资金调剂功能，降低集团资金使用成本，增加利息收入，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含对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757,067万元（包括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在紫金财务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152，381万元），占

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7.49%，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五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004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

2016－02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15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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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16年3月31日披露2015年年度报告，因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相关工作等事项导致年报工作未能如期完成，为确保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质量以及信息披露的准确性，经公司申请，公司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2016年4月29日。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调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12

证券简称：江泉实业 编号：临

2016--010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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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就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进行第三次风险提示。 公告如下：

一、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为负值（详见分别于2016年1月30日、3月1日

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

业绩预亏公告》、《江泉实业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江泉实业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二、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2015年度业绩如亏损，公司将

连续两年亏损，公司股票在2015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52

证券简称：宝鼎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32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6年1月1日-2016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200万元–1500万元 盈利：145.21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和船运行业持续低迷影响，公司主营铸锻件产品销量下滑，产品销售收入及毛利下降；同时，新材料业务板块未

达业绩预期，本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上升明显。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

准。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505 200505

证券简称：珠江控股、珠江

B

公告编号：

2016-009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珠江控股” ）于 2016�年 3月16日发布公告《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008），公司与北京圆融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本着平等互信、优势互补的原则，在

高科技与文化产业等领域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均认为双方进行战略合作的时机尚未成熟，决定终止双方的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31�日

证券代码：

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16-01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6年1月1日—2016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96.69%-127.74%

盈利：483.0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业绩增长主要原因系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未经审计，上述财务数字均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

600280

编号：临

2016--011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冻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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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祝义财先生因与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被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申请财产保全，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知，冻结情况如下：

祝义财先生持有的本公司 476,687,416�股无限售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41.51%，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轮候冻结，本

次冻结包括孳息，冻结起始日自2016年3月29日起，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算）。

除本次轮候冻结外，祝义财先生持有的本公司 476,687,416�股无限售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41.51%，尚被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万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华能贵诚信托有

限公司、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冻结、轮候冻结中，冻结股份约占公司总股份的41.51%。

祝义财先生控制的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74,832,016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5.23%，尚被深圳前

海万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冻结、轮候冻结中，冻结股份约占公

司总股份的15.23%。

本次股份冻结尚未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截止本公告日，祝义财先生控制的雨润控股集团正在与其他第三方进行战略合作

事宜的洽谈，有可能涉及部分股权的转让，目前洽谈各方尚未就可能进行的交易签订任何战略重组书面协议，战略合作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本次股份冻结未对本公司运营产生任何影响。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