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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孚日控

股” ）的通知，获悉孚日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孚日控股 是 15,000,000 2017.11.6 2018.11.6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6.02%

用于孚日控股

及其下属子公

司的生产经营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孚日控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48,991,0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42%，目前已质押

144,000,000股，累计质押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15.86%，其中2870万股质押给恒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4500万股质押给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4030万股质押给齐鲁证券

（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500万股质押给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500万股质

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尚余104,991,096股未质押。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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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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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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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化学

(

安徽

)

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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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7日分别以传真和专人送

达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召开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的书面通知。 在保障董事

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会议于2017年11月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6人，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6人，参加表决的董事有：张德国先生、乔映宾先生、刘德华先生、何鸣元先生、陈敦先生和卓

敏女士，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佟毅先生、李北先生、席守俊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增加2017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0）。

三、备查文件

1、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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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1日召开了六届十七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预计2017年与实际控制人中粮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340,325.5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4月2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中粮生化：2017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 截至2017年10月31日，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约为

135,001.7万元。

公司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 因业务增长及市场变化原因拟增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7年与实际

控制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共计新增关联交易金额6,890.41万元，其中关联采购

金额5,090.16万元，关联采购金额1,800.25万元。

1、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2017年11月7日召开七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7年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佟毅先生、李北先生、席守俊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议

案作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

限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预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关联采购

序号 项目 关联方

2017年年初年预计额度

（万元）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万元）

增加金额

（万元）

1 纸类商品、保鲜膜 中粮欧洲有限公司 16.50 16.59 0.09

2

港口服务、运输、清关

费等

中粮（江阴）粮油仓储

有限公司

300 369.42 69.42

3 许可使用费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0 125.07 125.07

4 VE

中粮天科生物工程

（天津）有限公司

0 1.50 1.50

5 玉米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克

东国家粮食储备库

0 418.06 418.06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龙

镇国家粮食储备库

0 413.03 413.03

中粮贸易内蒙古有限

公司

0 3,648.18 3,648.18

6 玉米费用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新

良海运有限公司

0 193.58 193.58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南

通粮油接运有限责任

公司

0 4.31 4.31

7 管坯

中粮粮油工业（黄冈）

有限公司

0 28.23 28.23

8 食品

中国进口食品（上海）

有限公司

0 99.44 99.44

9 喷浆玉米皮

吉林中粮生化能源销

售有限公司

0 89.21 89.21

10 服务费（检测费）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

有限公司

0 0.04 0.04

合计 316.5 5406.66 5090.16

2、关联销售

序号 项目 关联方

2017年年初年预计额度

（万元）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万元）

增加金额（万

元）

1 乳酸

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

公司

9 11.02 2.02

2 运输劳务

广西生物质能源有限

公司

0 28.05 28.05

3 柠檬酸钙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

公司

0 7.87 7.87

4 柠檬酸钠

黄龙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

0 1.34 1.34

5 一水柠檬酸

黄龙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

0 2.19 2.19

6 花生饼

中粮黄海粮油工业

（山东）有限公司

0 29.62 29.62

中粮饲料（沛县）有限

公司

0 27.49 27.49

7 食品

中粮海优（北京）有限

公司

0 5.44 5.44

8 保鲜膜

中粮进口食品（上海）

有限公司

0 23.75 23.75

9 花生油

中粮新沙粮油工业

（东莞）有限公司

0 260.25 260.25

10 设备

中粮生化能源（榆树）

有限公司

0 46.86 46.86

11 玉米油

中粮东洲粮油工业

（广州）有限公司

0 514.91 514.91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

（张家港）有限公司

0 367.91 367.91

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

（菏泽）有限公司

0 482.55 482.55

合计 9 1809.25 1800.25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1、广西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北

注册资本：4,020.6万美元

住所：广西北海市合浦工业园606号

主营业务：酒精的生产、销售，食用酒精的销售,�生产、销售变性燃料乙醇、工业酒精及其副产品等。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广西中粮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88,539.24万元、 净资产32,159.75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64,971.41万元、净利润551万元。

2、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树光

注册资本：200万元

住所：茂名市茂南城郊开发区黄竹工业区第8号大院第3栋

主营业务：销售饲料及其原料、饲料添加剂。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总资产11,975万元、 净资产3,179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34,287万元、净利润437万元。

3、中粮生化能源（榆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佟毅

注册资本：78,522万元

住所：长春市五棵树经济开发区东风大街1号

主营业务：生产食用玉米淀粉。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生化能源（榆树）有限公司总资产449,583万元、 净资产85,089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81,365万元、净利润5,330万元。

4、中粮（江阴）粮油仓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峰

注册资本：1,500万美元

住所：江阴市萧山路1-1号

主营业务：粮食仓储和中转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江阴）粮油仓储有限公司总资产32,332.45万元、 净资产14,335.9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5,082.74万元、净利润414.41万元。

5、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克东国家粮食储备库

法定代表人：李民

注册资本：294万元

住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东县宝泉岭镇振兴街

主营业务：粮食、油料仓库、装卸服务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克东国家粮食储备库总资产76,341万元、 净资产2,99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75万元、净利润441万元。

6、中国华粮物流集团龙镇国家粮食储备库

法定代表人：王清文

注册资本：1,100万元

住所：黑龙江省黑河市五大连池市龙镇铁路北四委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油料收购、收储和中转、仓库及站台租用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国华粮物流集团龙镇国家粮食储备库总资产74,513.06万元、 净资产73,

225.8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013.87万元、净利润1,237.05万元。

7、中粮贸易内蒙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同胜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路23号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原粮销售、储存、中转、生产调度和接卸业务。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贸易内蒙古有限公司总资产19,414.92万元、 净资产1,059.88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45,981.75万元、净利润57.12万元。

8、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新良海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杰

注册资本：800万元

住所：北京东城建国门内大街8号中粮广场A座2层

主营业务：国际、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国内水路运输船舶代理、国内货运代理、货运

代理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新良海运有限公司总资产10,812万元、 净资产-1,34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463万元、净利润887万元。

9、中粮饲料（沛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治营

注册资本：4,200万港元

住所：徐州市沛县经济开发区西环路东侧、酒厂南路北侧

主营业务：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生产；粮食收购。 饲料原辅料的购销；谷物批发；谷物仓储及其他仓储

服务；销售自产产品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饲料（沛县）有限公司总资产10,707.03万元、 净资产2,113.72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27,163.30万元、净利润101.33万元。

10、中粮东洲粮油工业（广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中水

注册资本：5,170万元

住所：广州增城区新塘镇东洲湾码头

主营业务：农副产品加工业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东洲粮油工业（广州）有限公司总资产30,878万元、 净资产20,527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25,424万元、净利润433万元。

11、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菏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新平

注册资本：2,240万美元

住所：山东省菏泽开发区长江东路南侧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及经营油籽、油料、植物油脂等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菏泽）有限公司总资产65,710万元、 净资产23,78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7,433万元、净利润-3,423万元。

12、中粮天科生物工程（天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北

注册资本：9,400万元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三大街43号

主营业务：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微胶囊化天然活性物质、植物天然活性物质有效成分产品的研

发、生产、加工、销售和仓储；食品添加剂的进出口、批发；保健食品经营（批发），预包装食品的批发，并提

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天科生物工程（天津）有限公司总资产23,956万元、 净资产13,573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1,016万元、净利润61万元。

13、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光洪

注册资本：4,215万美元

住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

主营业务：油脂饲料加工销售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总资产124,863万元、 净资产22,286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157,628万元、净利润-2,804万元。

14、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昌新

注册资本：7,145万美元

住所：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53号

主营业务：生猪屠宰，生鲜销售速冻肉制品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 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8,626.81万元、 净利润-112.81万

元。

15、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双连

注册资本：197,776.8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

主营业务：粮油糖等农产品贸易、加工、期货、物流及相关服务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8,146,878万元、 净资产4,311,290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505,857万元、净利润33,791万元。

16、黄龙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佟毅

注册资本：5,405.33万美元

住所：长春市人民大街113-1号

主营业务：玉米深加工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黄龙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总资产115,096万元、 净资产40,955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29,887万元、净利润-236万元。

17、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巍

注册资本：14,500万美元

住所：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

主营业务：主要经营粮食收购，生产加工和经营各种油籽、油料、动植物油脂、植物蛋白、面粉、麦芽、

大米、饲料和大麦等粮油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生产经营各种规格的油脂、粮油食品、饲料和深加工产品

的包装材料，并从事上述商品的运输、批发、进出口及佣金代理（不含拍卖），自有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

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经营。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总资产723,532.01万元、 净资产

473,185.4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133,892.43万元、净利润17,340.22万元。

18、中粮新沙粮油工业（东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中水

注册资本：3,485万美元

住所：东莞市麻涌镇新沙港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食用棕榈油、人造奶油、起酥油及其它植物油（涉证商品除外）及以上产品的

仓储，饲料蛋白开发、生产。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新沙粮油工业（东莞）有限公司总资产127,906.69万元、 净资产23,

385.3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17,614.57万元、净利润1,623.96万元。

19、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巍

注册资本：8,416万美元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岚山港北

主营业务：粮食收购，生产加工和经营各类油籽、油料、植物油脂、蛋白饲料等粮油产品及其深加工产

品，生产经营各种规格的油脂、饲料和深加工产品的包装材料。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黄海粮油工业（山东）有限公司总资产212,734.97万元、 净资产77,

165.3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29,334.545万元、净利润3,591.19万元。

20、中粮海优（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东风

注册资本：195,880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18F-09室

主营业务：预包装食品销售，特殊食品销售等。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海优（北京）有限公司总资产9,500万元、 净资产6,800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37,139万元、净利润8,921万元。

21、中粮欧洲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明彦

注册资本：500万欧元

住所：Hugh-Greene-Weg�街道2号,� 22529�汉堡

主营业务：品牌代理，食品原料，投资并购。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欧洲有限公司总资产127,098万元、 净资产5,146,590� EUR、主营业

务收入21,000� EUR、净利润-297,198EUR。

22、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小明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南区四路（未来科技城）

主营业务：食品、生物化工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食品加工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资产94,137.22万元、 净资产83,004.99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7,275.18万元、净利润-3,805.84万元。

23、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南通粮油接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晓斌

注册资本：8,843.199万元

住所：南通市任港路62号

主营业务：中专和仓储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南通粮油接运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47,254万元、 净资产

17,58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674万元、净利润389万元。

24、吉林中粮生化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佟毅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住所：长春市解放大路2677号光大大厦20层

主营业务：散装食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淀粉及淀粉

制品、淀粉糖、食品添加剂、饲料、原粮、杂粮、木薯、肥料）以及与销售业务

配套的仓储、包装、信息咨询；进口贸易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吉林中粮生化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总资产97725.38万元、 净资产576.86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875682.95万元、净利润224.16万元。

25、中粮进口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东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冰克路500号3幢10层1025室

主营业务：食品流通、食品添加剂、饲料、饲料添加剂

截止到2017年9月30日，中粮进口食品（上海）有限公司总资产5,000万元、 净资产1,000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10,000万元、净利润-300万元。

（二）公司与关联人关联关系

公司与上述各关联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二）

规定的情形，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均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稳定，与公司有良好的

合作关系，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

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或销售定价政策是参照市场价格定价。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的资源优势，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提高公司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

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重大依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与独立董事进行了的沟通，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将上

述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增加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增加2017年部分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自身生产经营的需要。 有利于扩大其销售渠道和业务范围，增加销售收入，降低

采购成本。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非关联董事经表决一致通过上述关联交易，会议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七届四次董事会；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确认函；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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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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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时间自2017年7月11日起至2018年1月10日，增持价格区间为28

元/股至37元/股，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 倪张根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

143,9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1%，累计增持金额9,925.81万元。

2017年11月7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倪张根先生的通知，倪张根先生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截至2017年11月7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持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倪张根先生。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倪张根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4,820,3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60.34%。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0），若公司股票价格位于28元/股至37元/股的价格区间内，公司控股股东倪张根

先生拟自2017年7月11日起至2018年1月10日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

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登的相关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1、2017年7月11日， 倪张根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084,58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5%，增持金额3,591.32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12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30）。

2、2017年7月14日， 倪张根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238,3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0%，增持金额801.98万元。

3、2017年7月17日， 倪张根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734,72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1%，增持金额2,419.69万元。

4、2017年7月18日至2017年10月26日， 倪张根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427,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8%，累计增持金额1,283.00万元。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9）。

5、2017年11月6日至2017年11月7日，倪张根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658,5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7%，累计增持金额1,829.81万元。 具体情况如

下：

增持时间 增持方式 增持数量（股） 增持金额（万元）

占公司股份总数

（%）

2017年11月6日 集中竞价 591,070 1,640.26 0.25

2017年11月7日 集中竞价 67,500 189.55 0.03

合计 658,570 1,829.81 0.27

综上，截至2017年11月7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控股股东倪张根先生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3,143,9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1%，累计增持金额9,925.81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倪张根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4,820,3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34%。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倪张根先生共计持有公司147,964,291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61.65%。

注：小数点尾数误差由四舍五入所致。

四、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计划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认为：

（一）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计划及其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和上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有关规

定；

（三）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次增持已经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

务，符合上交所的相关信息披露要求；

（四）本次增持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

免申请的情形， 增持人可以直接向上交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本次增持的股份

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五、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

六、倪张根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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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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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佳都科技” 或“公司” ）于2017年11月7日披露了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2）， 披露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科佳都” ）、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之源” ）、新

疆佳都健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都健讯” ）提供担保，及新科佳都为公司提供担

保具体情况。 现对以下信息做如下补充。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伟，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宾

路832号番禺节能科技园内番山创业中心1号楼2区306房，注册资本：161,733.99万元。 公

司专注于智能化技术和产品在智能安防和智能化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 截止2016年12月

31日，总资产491,867.31万元、总负债216,518.41万元，其中流动负债209,529.51万元、无

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275,348.90万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4,819.49万元，营业利

润11,283.70万元、净利润12,470.65万元。截止2017年9月30日总资产为559,082.40万元、

总负债251,002.10万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690.65万元、流动负债244,524.68万元，净资产

308,080.3万元；2017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237,862.11万元、营业利润4,554.08万元、净利

润5,787.18万元。

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程悦，注册地址：广州

市天河区建工路4号6层，注册资本：40,000万元。 新科佳都是国内领先的智能化产品和解

决方案服务商，业务涉及轨道交通智能化、智能化产品集成。 在轨道交通智能化领域拥有

多项专利及一线城市的成功应用案例，主要产品包括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屏蔽门系

统、中央监控系统。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95,684.9万元、总负债120,713.44万

元，其中流动负债119,801.44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74,974.20万元；2016年度营业

收入189,386.02万元、营业利润6,691.88万元、净利润7,433.45万元。 截止2017年9月30日

总资产为168,725.5万元、总负债94,701.55万元，其中流动负债93,659.55万元、无流动资

金贷款， 净资74,023.96万元；2017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136,866.25万元、 营业利润4,

372.57万元、净利润4,049.76万元。

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华强，注册地址：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学大道162号B3区第6层601单元，注册资本：15,100万元。 华之源

主要从事城市轨道交通公安通信系统、专用通信系统、视频监控子系统解决方案等。 截止

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32,658.85万元、 总负债18,911.28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18,

911.28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13,747.56万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26,034.06万元、

营业利润5,369.28万元、净利润 4,640.19万元。 截止2017年9月30日总资产为47,641.55

万元、总负债21,679.37万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512.06万元、流动负债21,679.37万元，净

资产25,962.18万元；2017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17,202.85万元、营业利润2,566.46万元、净

利润2,214.62万元。

新疆佳都健讯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进飞，注册地址：新

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纳斯湖北路455号软件园新软创智大厦A座9号，注册资本：

5,000万元。佳都健讯主要以智能安防、智能化轨道交通及通信增值为主营业务方向，并以

新疆为根据地，辐射西北五省。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5,747.50万元、总负债9,

016.27万元，其中流动负债9,016.27万元，无流动资金贷款，净资产6,731.22万元；2016年

度营业收入9,800.22万元、营业利润1,742.45万元、净利润1,477.91万元。 截止2017年9月

30日总资产为33,147.94万元、总负债25,895.75万元，其中流动资金贷款178.59万元、流动

负债25,895.75万元，净资产7,252.� 19万；2017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6,307.42万元、营业利

润695.9万元、净利润520.96万元。

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数额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参股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1.82%；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214,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77.72%；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8,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1%。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7日

关于融通中国概念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

新增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

通基金” ）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从

2017年11月8日起，北京银行开始代理销售融通中国概念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一、代理销售基金名称及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融通中国概念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代码：005243。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银行客户服务热线：95526；

网站：www.bankofbeijing.com.cn。

2、融通基金客户服务热线：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网站：www.rtfund.com。

三、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

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融通通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11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通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融通通泽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278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融通通泽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融通通泽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7年11月8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7年11月8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11月8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为确保基金平稳运作，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自2017年11月8日（含11月8日）起暂停融通通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在本基金暂停申购、定

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业务。本基金

恢复办理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

公司。

2、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3-8088（免长途

电话费）、0755-2694808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rtfund.com）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

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

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7-078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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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7年10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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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71581号）（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需要本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

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本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会同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

论，并着手准备反馈意见的回复。 由于本次反馈问题涉及募集资金收购云南迪庆有色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50.01%股权项目需以2017年9月30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 并更新评估报告，

履行程序较多、工作量较大，预计无法在中国证监会下发反馈意见之日起的30天内提交反

馈意见的书面回复。

鉴于上述原因，为认真做好对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根据反馈意见的相关要求，本公司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延期回

复的申请》，申请延期至2017年12月11日之前报送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 待相关书面回复

材料准备齐全后，本公司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回复材料。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

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非公开发行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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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

002608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

2017-101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相关问题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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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

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

实， 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

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002608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

2017-102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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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

会对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

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

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603028

证券简称：赛福天 公告编号：

2017-042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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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一项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证书号：第6519771号

实用新型名称:一种防止钢丝放线时抽线的装置

专利号:ZL� 2016� 2� 1325230.6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申请日；2016年12月05日

专利权人：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17年10月10日

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

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并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600237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

2017-039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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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13日，经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3.6亿元的资金暂时借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以上详见2017年1月14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相关公告）。 随后，公司共计从募集资金专户

划出3.37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2017年11月7日，公司已按承诺将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3.37亿元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17-041

债券代码

:122255

债券简称

:13

赣粤

01

债券代码

:122316

债券简称

:14

赣粤

01

债券代码

:122317

债券简称

:14

赣粤

02

债券代码

:136002

债券简称

:15

赣粤

02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第二笔“拆四建二”补偿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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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推动九江城区高速公路收费站“拆四建二”项目工作，根据2017年10月31日九江

市人民政府与公司签署的《九江城区高速公路收费站“拆四建二” 项目补偿协议》（详

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

露的临2017-040号公告）, 九江市财政局于2017年11月6日拨付公司第二笔 “拆四建

二”补偿款人民币叁亿元整。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