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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027

证券简称：千禾味业 公告编号：

2018-132

转债代码：

113511

转债简称：千禾转债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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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秘书兼总裁办主任

吕科霖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326,200,000股的 0.06%，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6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40,000股。

2、公司董事兼子公司总经理胡高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29,578股，占公司总股本 326,200,000股

的 0.10%，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94,268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35,310股。

3、 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何天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60,020股， 占公司总股本 326,200,000股的

0.17%，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452,71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07,310股。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总裁办主任吕科霖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股份不超过 50,000�股，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

数的25%（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减持

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2、公司董事兼子公司总经理胡高宏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股份不超过 82,394�股，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25%（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减持价格

视市场价格确定。

3、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何天奎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股份不超过 140,005�股，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减持价格视市

场价格且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吕科霖女士签署的《吕科霖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

函》、收到公司董事胡高宏先生签署的《胡高宏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收到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何天奎先生签署的《何天奎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2017]24号），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吕科霖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00,000 0.06% 其他方式取得：200,000股

胡高宏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329,578 0.10%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36,278

股

其他方式取得：193,300

股

何天奎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560,020 0.17%

IPO前取得：203,36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3,360

股

其他方式取得：153,3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吕科霖女士、何天奎先生自公司上市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发生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形。 胡高宏先

生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胡高宏 302,900 0.09%

2017/12/18 ～

2018/2/9

16.32-19.72 不适用

注：胡高宏先生在减持股份时未担任公司董事，因此当时不需要披露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

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吕科霖

不 超 过 ：

50000股

不 超 过 ：

0.015%

竞价交易减

持， 不超过：

50000股

2019/1/

9～

2019/7/

8

按市场价

格

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所授予的

股份

个人资

金需求

胡高宏

不 超 过 ：

82394股

不 超 过 ：

0.025%

竞价交易减

持， 不超过：

82394股

2019/1/

9～

2019/7/

8

按市场价

格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取得的股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所授予的股份

个人资

金需求

何天奎

不 超 过 ：

140005股

不 超 过 ：

0.043%

竞价交易减

持， 不超过：

140005股

2019/1/

9～

2019/7/

8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前持有的股

份； 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式取得的股

份 ；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所授

予的股份

个人资

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1、何天奎先生、胡高宏先生关于首发股份限售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2、何天奎先生关于减持承诺：

“上述承诺期满后，在本人任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25%，且在离任后的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有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 50%。 如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

整）；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定期限

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3、吕科霖女士、胡高宏先生、何天奎先生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承诺：“

1.了解并确认公司有关限制性股票的规章制度，包括但不仅限于《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及

其相关规定。2.�公司因《激励计划》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

符合限制性授予条件或解除限售安排的，激励对象自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被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后，将由《激励计划》所获得的全部利益返还公司。3.�激励对象参与《激励计划》的资金

来源合法合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4.�激励对象依据《激励计划》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5.�遵守公司的各种规章制度，切实履行与公司

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6.�遵守国家的法律，依法持有限制性股票，依法出售转让。 7.�依法承担因

限制性股票产生的纳税义务，如激励对象有离职情形的，且离职时尚未结清税款的，应服从公司安排在

离职前将全部未缴纳税款交与公司，由公司代缴税款。 8.�为股权激励协议所提供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身份证号、证券账号）真实、有效，并对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是吕科霖女士、胡高宏先生、何天奎先生根据其个人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本次减

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吕科霖女士、胡高宏先生、何天奎先生将根据市

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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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

2018-66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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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通知的发出时间和方式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8年12月10日以书面方式（直接或电

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8年12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会议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审议的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继续进行证券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控股子公司借款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审议通过了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深圳秦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供2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上述第1、3、4项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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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继续进行证券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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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证券投资情况概述

2018年12月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继

续进行证券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秦

隆” ）2019年度继续进行证券投资。 上海秦隆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投资目的：提高上海秦隆资金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司收益，为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投资规模：延续历史投资规模5000万元和投资形成的损益；最终金额以2018年12月31日投资账面

值为准。

投资方向：

1）自主投资沪深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股票及其它相关有价证券。

2）购买私募基金产品。包括证券类、量化对冲类。寻找并投资优秀团队，加强对外考察、交流，再投资

私募产品。

3）多样化投资组合，平滑公司资产波动，实现公司资产持续增长。

投资期限：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证券投资的资金来源

证券投资资金为上海秦隆自有资金，非公司募集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三、审批程序

本次证券投资事项由上海秦隆提出申请，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7.1.5条之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证券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秦隆运用自有资金，使用独立的账户，自主投资沪深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股票、其它相关有

价证券、私募基金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及收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对《证券投资及委托理财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对证券投资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

程、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均作了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同

时公司将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控风险。

1）尽可能回避投资已亏损公司的行为。

2）当证券投资账面亏损达到投资总额的10%时，证券投资工作人员除及时向上海秦隆总经理报告

外，应积极采取措施止损；当亏损达到股票投资总额的15%时，须于次一交易日出售所持有的部分或全

部相关证券产品。

六、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证券投资的独立意见

我们了解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秦隆拟继续进行证券投资的情况， 在认真了解了公司证券投资事

项的操作方式、资金管理、公司内控等措施后，就上海秦隆进行证券投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通过对资金来源情况的核实，上海秦隆用于证券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的情况属实。

2、上海秦隆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较好，用于证券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

3、上海秦隆按照公司有关规定制订了切实有效的内控措施，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4、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证券投资及委托理财管理办法》规定的审批程序。

基于此，我们同意上海秦隆的证券投资事项。 鉴于股票市场存在风险，投资时应注意谨慎操作，控制

风险。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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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拟购

买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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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及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秦川租赁” ）提交的《关于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上述事项均不构成关联交易，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情况概述

1、投资目的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充分利用公司自有资金，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增加资金收益。

2、投资额度

公司本部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

秦川租赁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

3、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4、投资品种

公司运用自有资金投资的品种为短期理财产品。 为更好的控制风险，公司将选择流动性较好的理财

产品，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受托方为商业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正规的金融机构，不用于其他证券投

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5、投资期限

2019年度，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

6、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对该项投资计划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总监行使管理权，由财务部资金中心

负责项目的具体操作；授权秦川租赁管理层对该项投资计划行使决策权，授权秦川租赁财务总监行使管

理权，由秦川租赁财务部和资金部负责项目的具体操作。

二、 投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一） 投资风险

1、尽管公司拟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属低风险型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

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2、对公司经营活动资金需求预测不准确及其他不确定性因素造成的流动性风险。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 风险控制措施

1、财务部资金中心及秦川租赁财务部、资金部将实时关注和分析现金管理产品投向及其进展，并严

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型的品种进行投资。 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影响收益的因素发生，及时

通报财务总监及管理层，积极采取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

2、财务部资金中心及秦川租赁财务部、资金部做好资金计划，充分预留资金，谨慎确定投资期限，保

障公司正常运营。

3、财务部资金中心及秦川租赁财务部、资金部建立稽核工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 董事会、监事会有

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自有资金投资短期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 不影响公

司日常资金周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增加公司收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下，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

险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增加资金收益。 我们同意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

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鉴于理财市场存在风险，投资时应注意谨慎操作，控制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第八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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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回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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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2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增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合肥新沪

屏蔽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新沪”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

用最高额度不超过21,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其中合

肥新沪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8,000万元。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进行

上述现金管理事项的期限为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内容详

见公司刊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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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3号）。

一、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回收的情况

公司于2018年9月1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购买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保本型理财

产品，起止期限为2018年9月14日至2018年12月12日，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

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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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号）。 2018年12月12日，上述理财产品已经到期，公司收回本金4,

000万元，获得理财产品收益390,136.99元。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时，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合肥新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

下：

理财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备注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E”

二号理财产品

8,000 2017.07.27 2017.10.30 3.50%

本金全部收

回， 获得收

益 72.87 万

元

光大银行“2017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统发第八十期产品5”

6,000 2017.07.28 2017.10.28 4.15%

本金全部收

回， 获得收

益 62.35 万

元

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91天

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 2017.08.01 2017.10.31 3.30%

本金全部收

回， 获得收

益 16.45 万

元

光大银行“2017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统发第一一七期产品4”

6,000 2017.10.30 2018.01.30 4.30%

本金全部收

回， 获得收

益 64.55 万

元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E”

二号理财产品

8,000 2017.10.31 2018.01.31 3.50%

本金全部收

回， 获得收

益 70.57 万

元

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91天

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 2017.11.03 2018.02.01 3.30%

本金全部收

回， 获得收

益 16.45 万

元

光大银行“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统发第十三期产品3”

6,000 2018.01.31 2018.04.30 4.50%

本金全部收

回， 获得收

益 67.60 万

元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E”

二号理财产品

8,000 2018.02.01 2018.05.04 3.50%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72.11万

元

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91天稳利人民

币理财产品

2,000 2018.02.07 2018.05.07 3.30%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16.45万

元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宝一号2018年第

196期收益凭证

2,000 2018.04.16 2018.09.13 4.40%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36.16万

元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增益系

列326期收益凭证

2,000 2018.04.19 2018.10.15 4.35%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42.67万

元

光大银行“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统发第四十八期产品3”

4,000 2018.05.02 2018.08.02 4.45%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44.50万

元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增益系

列338期收益凭证

3,000 2018.05.10 2018.06.11 3.60%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9.47万元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宝一号2018年第

212期收益凭证

4,000 2018.05.09 2018.08.07 4.35%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43.38万

元

光大银行“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统发第五十一期产品3”

2,500 2018.05.09 2018.08.09 4.45%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27.81万

元

“银河金山”收益凭证2546期 2,000 2018.06.13 2018.09.11 4.50%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22.44万

元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增益系

列364期收益凭证

1,000 2018.06.14 2018.07.16 4.30%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3.77万元

工商银行保本“随心E” 二号法人拓

户理财产品

1,000 2018.07.20 2018.10.22 3.50%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9.11万元

光大银行“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统发第八十四期产品3”

3,000 2018.08.06 2018.11.06 4.40%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33.03万

元

工商银行保本“随心E” 二号法人拓

户理期产品

4,000 2018.08.09 2018.11.12 3.50%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36.82万

元

光大银行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第

八十六期产品3

2,500 2018.08.10 2018.11.10 4.35%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27.23万

元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挂钩利

率）产品TGG182976

4,000 2018.09.14 2018.12.12 4.00%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

益39.01万

元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91天稳利

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 2018.10.17 2019.01.17 3.20%

中国光大银行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统发第一一四期产品4

2,500 2018.11.07 2019.02.07 4.05%

中国光大银行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统发第一一六期产品4

2,500 2018.11.12 2019.02.12 4.05%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 (随心E)二号法

人拓户理财产品

4,000 2018.11.14 2019.02.13 3.35%

（二）截至目前，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 11,000�万元。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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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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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90,948,66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2月24日（星期一）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沈阳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379号）文核准，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发行数量45,012,600股，发行后总股本为450,126,000股。 经上

交所《关于沈阳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上市交易的通知》（[2015]424号）批

准， 公司股票于2015年12月22日起上市交易， 证券简称为 “桃李面包” ， 证券代码

“603866”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股东为：吴学群、吴志刚、吴

学亮、盛雅莉、吴学东、盛利、盛雅萍、盛龙、肖蜀岩、盛杰、吴志道、盛玲、吕长恩、费智慧14名

自然人股东，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本次解除限售

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390,948,66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83.07%，将于2018年12

月24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450,126,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45,012,6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05,113,400股。 公司由于非公开发行事项，于

2017年12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登记手续，总股本增

加20,500,000股普通股,总股本由450,126,000股变为470,626,00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股

份锁定承诺如下：

1、实际控制人吴学群、吴学亮、吴志刚、盛雅莉及吴学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实际控制人近亲属及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肖蜀岩、盛利、盛雅萍、盛龙、盛杰、盛玲、

吴志道、吕长恩、费智慧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作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吴学群、吴志刚、吴学亮、盛龙、谭秀坤、曲

慧、盖秀兰（已离任）、杨勇（已离任）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4、实际控制人吴学群、吴学亮、吴志刚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 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

月。若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

行为的，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均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上述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

原因而放弃履行。 如果在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则每年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

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

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实际控制人盛雅莉、吴学东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

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

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均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如果在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

份，则每年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将

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作为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盛龙、谭秀坤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均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上述承诺不因职

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并正

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和《上海

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

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桃

李面包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90,948,660�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2月24日（星期一）；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14名；

4.本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吴学群 117,491,264 24.96% 117,491,264 0

2 吴志刚 80,355,899 17.07% 80,355,899 0

3 吴学亮 71,513,869 15.20% 71,513,869 0

4 盛雅莉 51,112,169 10.86% 51,112,169 0

5 吴学东 29,978,392 6.37% 29,978,392 0

6 盛 利 14,214,992 3.02% 14,214,992 0

7 盛雅萍 12,520,270 2.66% 12,520,270 0

8 盛 龙 12,511,797 2.66% 12,511,797 0

9 肖蜀岩 665,550 0.14% 665,550 0

10 盛 杰 309,058 0.07% 309,058 0

11 吴志道 137,700 0.03% 137,700 0

12 盛 玲 45,900 0.01% 45,900 0

13 吕长恩 45,900 0.01% 45,900 0

14 费智慧 45,900 0.01% 45,900 0

合计 390,948,660 83.07% 390,948,66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390,948,660 -390,948,66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90,948,660 -390,948,660 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79,677,340 390,948,660 470,626,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9,677,340 390,948,660 470,626,000

股份总额 - 470,626,000 0 470,626,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

:2018-138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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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

元额度的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投资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

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购买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0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24）。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钩黄金两层区间六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H0002046）的具体

情况如下：

1、产品的名称：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两层区间六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H0002046）

2、理财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客户预期年化净收益率：1.55%/年或3.57%/年

5、存款期限：182天

6、产品起息日：2018年12月14日

7、产品到期日：2019年6月14日

8、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9、购买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昭觉寺南路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

（一）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

1、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

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进行委托理财，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存在

一定的不可预期性。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

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产品。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对投资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监督和检查，严

格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并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

披露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运用临时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安全性高、风险低的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投资是在

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日常流动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开展，不会影响公

司的日常经营运作。

（二）公司购买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为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

效实现公司资产保值增值。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前，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认购金

额（万

元）

产品收

益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年化

收益

率

备注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本利丰”定向人民

币理财产品

46,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7．11．

10

2018.3.20 4.30%

收回本金 46,000

万元，理财收益7,

044,931.51元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恒益17063号收益

凭证 （产品代码：

SAK555）

5,000

本金保

障型收

益凭证

2017.11.24 2018.2.27 4.90%

收回本金5,000万

元，理财收益637,

671.23元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君柜宝一号2017年

第287期收益凭证

（ 产 品 代 码 ：

SAL364）

3,000

本金保

障型

2017.11.23 2018.2.27 4.80%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82,

684.93元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保本增益系列 222

期收益凭证 （产品

代码：SAD842）

3,000

本金保

障型

2017.11.23 2018.2.26 4.65%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63,

082.19元

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联诚鑫22号本金

保障固定收益型收

益凭证（产品代码：

SAL286）

3,000

本金保

障型

2017.11.28 2018.2.27 4.70%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51,

534.25元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华 泰 证 券 恒 益

18018号收益凭证

（ 产 品 代 码 ：

SAU018）

5,000

本金保

障型收

益凭证

2018.3.1 2018.6.5 4.75%

收回本金5,000万

元，理财收益625,

636.28元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

宝 一 号 2018 年 第

118期收益凭证（产

品代码：SAZ104）

3,000

本金保

障型

2018.3.1 2018.6.5 4.70%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74,

712.33元

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联诚鑫33号本金

保障固定收益型收

益凭证（产品代码：

SAS099）

3,000

保本型

收益凭

证

2018.3.5 2018.6.5 4.80%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66,

904.11元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华 泰 证 券 恒 益

18067号收益凭证

（ 产 品 代 码 ：

SDA067）

5,000

本金保

障型收

益凭证

2018.6.8 2018.9.10 4.70%

收回本金5,000万

元，理财收益605,

205.48元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

宝一号2018年第

244期收益凭证（产

品代码：SDC712）

3,000

本金保

障型

2018.6.8 2018.9.10 4.65%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63,

082.19元

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联诚鑫41号本金

保障固定收益型收

益凭证（产品代码：

SDC328）

3,000

保本型

收益凭

证

2018.6.8 2018.9.10 4.80%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370,

849.32元

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金证券收益凭证

35期6月 （产品代

码：SZ0836）

3,000

保本型

固定收

益凭证

2018.3.21 2018.9.17 5.1%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754,

520.55元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本

利丰” 定向人民币

理 财 产 品

（BFDG180237）

46,000

保本保

证收益

型

2018.4.18 2018.9.20 4.0%

收回本金46,000

万元，理财收益7,

813,698.63元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本

利丰·90天” 人民币

理财产品

46,000

保本保

证收益

型

2018.10.16 2019.1.14 3.15% 未到期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乾

元-众享” 保本型人

民币理财产品2018

年第234期（产品编

号 ：

ZHQYBB2018040

0234）

4,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8．11.2

8

2019.5.8 3.35% 未到期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汇利丰 ” 2018年

第5660期对公定制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30,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8.11.30 2019.3.4 3.30% 未到期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汇利丰 ” 2018年

第5660期对公定制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5,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8.11.30 2019.3.4 3.30% 未到期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汇利丰 ” 2018年

第5660期对公定制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6,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8.11.30 2019.3.4 3.30% 未到期

成都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天府理财之“安心”

理 财 产 品

（AXG18009）

3,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8.12.6 2019.1.7 3.40% 未到期

五、备查文件

1、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两层区间六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H0002046）产品说明书及风险揭示书；

2、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交易申请确认表。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70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重整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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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映科技” ）于2018年12月13

日从台湾公开资讯观测站（http://mops.twse.com.tw）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华映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映管” ）发布重大讯息，中华映管与其百分之百控股之子公

司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以下简称“华映百慕大” ）均发生债

务无法清偿之情事，中华映管之往来银行依据授信合约将有权宣告中华映管违约，所有未

到期借款将需立即偿还，将更加剧中华映管之营运资金缺口，且将引致全体债权人加速对

中华映管催讨债务，致使中华映管营运资金严重不足而被迫停产，有暂停营业或有停业之

虞。 中华映管认为仍有改变营运模式，重建更生之可能。 为确保员工、债权人、股东之权益，

中华映管董事会依台湾地区公司法相关规定决议向法院申请中华映管重整及紧急处分

（具体内容详见后附资料）。

目前公司正与中华映管、华映百慕大等相关方进一步核实上述重整事项，根据初步判

断，中华映管重整可能导致公司出现以下风险：

一、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可能变更

截至本公告日，华映百慕大持有华映科技股份总数为729,289,715股,其中用于质押

的股份累计为 728,000,000股 （均为场外质押）， 质押股份数占华映科技总股份数的

26.32%，占其持有华映科技股份数的99.82%。 上述股份可能面临强制平仓风险，进而可能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公司应收中华映管款项可能无法收回

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公司应收账款中应收中华映管款项余额为 4.54亿美元（折人

民币31.50亿元），其中，逾期款项金额为 2.54亿美元（折人民币 17.61亿元）。 上述应收款

项可能无法全额收回而导致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并可能导致公司出现资金周转风

险，进而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与中华映管关系密切（2017年度公司向中华映管及其相关方采

购商品、接受劳务关联交易占比36.58%，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关联交易占比55.65%），中华

映管重整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 公司将与中华映管进一步沟通上述事项，持续

关注其重整的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并进一步评估公司相关风险，根据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内

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附件：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重大讯息如下：

序號 1 發言日期 107/12/13 發言時間 19:57:27

發言人 鍾兆其 發言人職稱 副總經理 發言人電話 03-4805678

主旨 本公司聲請重整及緊急處分案

符合條款 第 5 款 事實發生日 107/12/13

說明

1.聲請或收到法院通知書日期:107/12/13

2.法院名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3.發文日期:107/12/13

4.發文字號:不適用

5.公司名稱: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6.與公司關係（請輸入本公司、母公司或子公司）:本公司

7.若為母公司或子公司，其相互持股比例:無

8.聲請人或重整人: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9.聲請或通知書內容:

本公司與百分之百控股之子公司中華映管(百慕達)股份有限公司均發生債

務無法

清償之情事，本公司之往來銀行依據授信合約將有權宣告本公司違約，所有

未

到期借款將需立即償還，將更加遽本公司之營運資金缺口，且將引致全體債

權

人加速對本公司催討債務，致使本公司營運資金嚴重不足而被迫停產，有暫

停

營業或有停業之虞。 本公司認為仍有改變營運模式，重建更生之可能。 為確

保

員工、債權人、股東之權益，本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相關規定決議向法院聲請

本公司重整及緊急處分。

本公司為保障員工薪資以及確保公司必要營運費用之支付，本公司董事會通

過

與葉大殷律師簽訂二紙信託契約，信託總金額各以新台幣陸億元為上限。

10.負債總額:新臺幣 34,801,272仟元(107年9月個體財報自結數)

11.處理過程:經107年12月13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12.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