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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60

股票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

2019-001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提前归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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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6日召开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

月。 该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16）。

公司于2019年1月2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14,000万元全部足

额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已将该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0158

股票简称：中体产业 编号：临

2019-01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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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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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受理单》

（受理序号：182296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

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须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

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2018-035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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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8年9月7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

告书》。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实施回购

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0）。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

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累计购股

份1,877,759股， 约占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0.32%， 最高成交价为13.69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12.6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4,510,012.91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9-001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董事、总经理焦延滨先生，董事蔡英强先生，副总经理王富兴先生、姜吉涛先生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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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2018年6月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管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董事、总

经理焦延滨先生，董事蔡英强先生，副总经理王富兴先生、姜吉涛先生计划自上述公告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高管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管减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公告》，本次减持计

划时间过半，公司董事、总经理焦延滨先生，董事蔡英强先生，副总经理王富兴先生、姜吉涛先生均

未减持公司股份。 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高管减持公司

股份进展情况公告》。

截至2019年1月2日，上述董事、高管人员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期限已经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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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以及公司董事、高管人员出具的减持告知函，现将上述人员的减持股份的

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情况

公司董事、总经理焦延滨先生，董事蔡英强先生，副总经理王富兴先生、姜吉涛先生在减持期间

内均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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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三、备查文件

1、焦延滨先生《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2、蔡英强先生《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3、王富兴先生《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4、姜吉涛先生《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日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证券代码：

000782

编号：

2019-002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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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8年10月9日以

“2018-053” 号公告披露，2018年7月 1�日至9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

61,905万元购买 12笔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

cn）。

2018年10月 1�日至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38,248万元购买7笔

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一） 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2018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共7笔， 金额38,

248万元，实现利润约73.18万元。

（二）理财产品风险提示

理财产品有投资风险，本次面临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提前终

止风险、政策风险、信息传递风险、延期风险、利率风险、管理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将可能

导致投资者收益蒙受损失。

二、风险应对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管理制度对投资理财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

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资金使用情况以及投资部

门和管理层对理财产品的分析，审慎行使决策权。

公司投资部门负责具体的理财产品的购买事宜和程序办理，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一旦

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购买投资产品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并根据谨慎性

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董事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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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择机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实施的，公司已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和测算，在具体决策时，公司将以保障公司正常经

营运作和研发、生产、建设需求为前提，并视公司资金情况，决定具体投资时限，不影响公司

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并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同时亦为公司股东谋取更丰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12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过去12个月内累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金额共计100,153万元，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余额5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0782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1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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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补贴的基本情况

2018年10月9日，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以“2018-054”

号公告披露，2018年1月至9月，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收到地方政府补贴

共计人民币141.2754万元。 具体情况见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2018年10月至12月， 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收到地方政府补贴共计

人民币153.79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10-12月累计

（元）

文号 说明

是否符合结转

损益的条件

2018年市节能专项资金电

机能效提升项目

122,700.00 江经信节能[2018]74号

江门市新会区财政局拨付的节能

专项资金

是

高品质原液着色聚酰胺纤

维产业化技术开发

367,000.00 国科高发计字[2016]18号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转拨的重点

专项课题经费

否

2018年贫困劳动岗位补贴

和社保补贴

38,207.00 常人社发[2017]38号

临澧县财政局支付的贫困社保补

贴

是

2018年稳岗补贴 74,600.00 常政发[2016]3号

临澧县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处支付

的稳岗补贴

是

2018年区节能专项资金清

洁生产企业

10,000.00

江门市新会区财政局拨付的节能

专项资金

是

经济信息和商务局黄金十

条2018年第一批申报对付

奖励

290,865.00

江门市新会区财政局拨付的奖励

资金

是

科技局2017年发明专利代

理费补贴资金

1,000.00

江门市新会区财政局拨付的发明

专利代理费补贴资金

是

研发融资专项资金 300,000.00

江门市新会区财政局拨付的研发

融资专项资金

是

自动检测废水设备补贴 2,930.00

江门市新会区财政局拨付的检测

废水设备补贴

是

2018年新会区创新大赛获

奖项目扶持奖金

300,000.00 新科[2018]54号

江门市新会区财政局拨付的创新

大赛获奖资金

否

就业培训补贴 30,000.00 临政函[2013]10号 临澧县财政局支付的培训补贴 是

企业信息采集补助费 600.00

江门市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拨

付的企业信息采集补助

是

合计（元） 1,537,902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已收到2018年1-12月政府补贴资金共计295.0656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符合结转条件的政府补贴应计入本

公司2018年度的营业外收入，预计增加当期利润228.3656万元。 该政府补贴的核算最终以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2296

证券简称

:

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01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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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4月23日、2018年5月

2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期限自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一、公司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分别购买

8,000万元、3,000万元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产品到期日均为2018年12月28日，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30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8-40）。 截至目前，公司已赎回上述理财产品，并收回本金8,000万元和

3,000万元，分别获得理财收益1,874,849.32元、703,068.49元。

二、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的概述

根据目前募集资金暂时闲置情况，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向平安银行购买8,500万元

保本型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本挂钩利率）产品

2、产品类型:�结构性存款

3、产品收益期限:150天

4、预期年化收益率:4.00%

5、理财收益起算日：2018年12月28日

6、理财产品到期日：2019年5月27日

7、认购资金总额：8,500万元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公司与平安银行无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

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

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公司通

过投资适度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

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属于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低风险投资理财产品，但金

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不排除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

响。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短期理财产品投向及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

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

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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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类型

理财金额（万

元）

资金

来源

起息日 到期日 理财收益（元）

1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保证收益型 8,668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1.9 2018.4.11 983,164.93

2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本浮动收益型 8,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1.17 2018.6.28 1,597,808.22

3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

5,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4.2 2018.6.29 554,520.55

4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

12,5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3.30 2018.6.29 1,495,890.41

5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保证收益型 8,86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4.12 2018.6.29 852,016.44

6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

8,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6.29 2018.12.28 1,874,849.32

7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

3,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6.29 2018.12.28 703,068.49

8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

2,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6.29 2018.11.30 396,602.74

9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

18,5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7.3 2018.11.20 3,335,068.49

10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

3,5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7.4 2018.11.20 626,452.05

11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4,8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11.23 2019.5.27 未到期

12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2,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12.4 2019.5.27 未到期

六、备查文件

1、赎回本息银行回单；

2、理财产品认购确认书、合约、转账等银行理财凭证。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3日

证券简称：国电南瑞 证券代码：

600406

公告编号：临

2019-001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短期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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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光大银行江宁支行、中国银行华侨路支行、中国银行江宁支行、招

行南昌路支行、交通银行新街口支行、交通银行江宁支行、光大银行江宁支行。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257,050万元、美元8,210万元、港币2,366万元，合计人民币

315,469.96万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6个月内。

一、 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在满足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需要的前提下，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

根据企业自有资金的情况和理财产品的市场状况，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南京南瑞继保电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瑞继保” ）、南瑞继保之子公司南京南瑞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继保工程” ）分别于2018年12月28日、29日购买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具体如

下：

交易对方 产品名称 理财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认购金额（万

元）

预期年化收益

率

币种

光大银行江宁支

行

光大银行2018年

对公结构性存款

统发第一三七期

产品7

保本保收益

型结构性存

款

2018-12-28 2019-6-28 15,300 4.00% 人民币

光大银行江宁支

行

光大银行2018年

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十二期产

品463

保本保收益

型结构性存

款

2018-12-28 2019-6-28 37,700 4.00% 人民币

中国银行华侨路

支行

中国银行人民币

按期开放T+0理

财产品

保本型理财

产品

2018-12-28 2019-6-28 700 2.95% 人民币

中国银行华侨路

支行

中国银行美元按

期开放T+0理财

产品

保本型理财

产品

2018-12-28 2019-1-4 690 0.10% 美元

中国银行华侨路

支行

中国银行港币按

期开放T+0理财

产品

保本型理财

产品

2018-12-28 2019-1-4 366 0.08% 港币

中国银行江宁支

行

中国银行人民币

按期开放定制01

理财产品

保本型理财

产品

2018-12-28 2019-6-26 10,450 3.95% 人民币

中国银行江宁支

行

中国银行美元按

期开放T+0理财

产品

保本型理财

产品

2018-12-28 2019-1-4 6,900 0.10% 美元

中国银行江宁支

行

中国银行美元按

期开放T+0理财

产品

保本型理财

产品

2018-12-28 2019-1-4 620 0.10% 美元

中国银行江宁支

行

中国银行港币按

期开放T+0理财

产品

保本型理财

产品

2018-12-28 2019-1-4 2,000 0.08% 港币

招行南昌路支行

招商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结构性

存款

2018-12-28 2019-3-28 12,600 1.35%-4.6% 人民币

交通银行新街口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活期型结构性

存款S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结构性

存款

2018-12-28 注1 90,000 1.7%-3.05% 人民币

交通银行江宁支

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期限结构

型）

保本保收益

型结构性存

款

2018-12-29 2019-6-27 60,000 4.30% 人民币

交通银行新街口

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活期型结构性

存款S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结构性

存款

2018-12-29 注2 20,000 1.7%-3.05% 人民币

光大银行江宁支

行

光大银行2018年

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十二期产

品479

保本保收益

型结构性存

款

2018-12-29 2019-1-29 3,000 3.75% 人民币

光大银行江宁支

行

光大银行2018年

对公结构性存款

定制第十二期产

品479

保本保收益

型结构性存

款

2018-12-29 2019-1-29 7,300 3.75% 人民币

合计 315,469.96 人民币

注1：该产品无到期日约定，公司将在自起息日6个月内赎回。

注2：该产品无到期日约定，公司将在自起息日6个月内赎回。

（二）公司内部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短期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短期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35亿元，投资期限不超过6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

险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实施之日起6个月内（含6个月）有效，

并授权公司或子公司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内组织实施。

二、 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南瑞继保、继保工程购买理财产品的交易对方为商业银行，交易对方与南瑞继保、继保

工程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 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上述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为南瑞继保、继保工程短期闲置自有资金，理财期限为6个月

内，理财类型为保本型理财产品，无需提供履约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签订了理财产品协

议。

（二）敏感性分析

公司子公司运用短期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业务， 并非以中长期投资为目的，只

针对日常营运资金出现银行账户资金短期闲置时，通过购买短期的理财产品，取得一定的

收益。 上述委托理财是在确保公司子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将不会影响

公司子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按照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的评估、筛选，购买了投资期限不

超过6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同时做好资金使用计

划，充分预留资金，在保障公司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谨慎选择委托理财产品种类，做好

投资组合，谨慎确定投资期限等措施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议案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

体详见2018年12月1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公告。

四、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累计发生额为52.8亿元，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

托理财16.3亿元、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36.5亿元（其中5亿元委托理财已赎回）。

特此公告。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3311

证券简称：金海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01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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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

一致行动人丁伊央小姐计划自2018年7月3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不超过2000万元。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

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伊央小姐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26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8%，累计增持金额共计2,913,729元。本次增持计划实

施时间过半。

公司于2018年7月3日接到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丁伊央小姐关于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通

知，现将有关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概述

丁伊央小姐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 拟自2018年7月3

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不超过

200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

施增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编号：2018-025）。

二、增持计划实施进展

截至目前，丁伊央小姐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68,8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128%，累计增持金额共计2,913,729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伊央小姐共持有公司股份

3,514,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7%。

因市场行情波动及资金安排的原因，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但实际增持金额未到增持计

划区间下限的50%。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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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丁伊央小姐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公司将持续关注丁伊央小姐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3311

证券简称：金海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02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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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概述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

可[2015]708号”文《关于核准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金

海环境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250万元，每股面值1元，实际发行价格每股5.39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2,975,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5,567,240.56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247,407,759.4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5月12日全部到位，并业经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5月12日出具“XYZH/2015SHA20030” 号验资报告验

证。

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及保荐机构分别与相关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开户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银行 账号

1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诸暨支行 1211024029245502869

2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诸暨支行 403968797484

3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宁波分行 11014764922007

4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绍兴诸暨支行 571900232010345

5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诸暨支行 337102031012010015517

6 珠海金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珠海斗门支行 2002021229100294521

三、 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销户情况

公司子公司珠海金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金海”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中国

工商银行珠海斗门支行，账号：2002021229100294521。 鉴于珠海金海原募投项目已变更为“年产

3500万平方米高端过滤材料产业化投资项目” ，珠海金海不再是前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方便账

户管理，公司对其进行销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销户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及银行签

署的三方协议也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3日

证券代码：

603311

证券简称：金海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03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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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和2017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详见公司2018-004及2018-013号公告），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

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进行投资，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2018年12月29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6,000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购买了人民币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代码：CNYAQKFD202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认购金额：6,000万元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预计收益率(年化)： 4.2%

产品存续期：91天

起息日：2019年1月2日

到期日：2019年3月29日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严格把

关、谨慎决策。 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该银行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相关

银行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保证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不会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 通过进行保本型的短期理财，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人民币1.05亿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3日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南方航空

股票代码：上海：600029，香港：1055，纽约：ZNH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卡塔尔航空公司（Qatar� Airways� Group� Q.C.S.C.）

注册地址：Qatar� Airways� Tower� One,� Airport� Road,� PO� Box� 22550,� Doha,� Qatar

通讯地址：Qatar� Airways� Tower� One,� Airport� Road,� PO� Box� 22550,� Doha,� Qatar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8年12月3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航空”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南方航空拥有权益的股

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

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卡塔尔航空、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卡塔尔航空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

公司、上市公司、南方航空 指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卡塔尔航空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

企业住所 Qatar�Airways�Tower�One,�Airport�Road,�PO�Box�22550,�Doha,�Qatar

集团首席执行官 His�Excellency�Akbar�Al�Baker

注册资本 52,481,079,000卡塔尔利尔

注册号码 16070

企业类型 卡塔尔封闭股份公司

经营范围

乘客和货物的航空运输（包括航空公司而非旅行社）；货物的装运和卸货；飞机租赁；租用

航空运输设备；飞机地面服务

经营期限 不适用

税务登记证号码 000000162326535

联系电话 +�974�4462�1177

传真 +�974�4462�156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卡塔尔航空由卡塔尔政府100%持有。

卡塔尔航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H.E.�Ali�Asad�A�ShAl-Emadi 男 主席 卡塔尔 卡塔尔 否

H.E.�Sheikh�Abdulrahman�Khalifa�A.

J.�Al-Thani

男 副主席 卡塔尔 卡塔尔 否

H.E.�Jassem�Saif�A.�AlSulaiti 男 执行董事 卡塔尔 卡塔尔 否

H.E.�Issa�Mohd�L�A�AlMohannadi 男 执行董事 卡塔尔 卡塔尔 否

H.E.�Akbar�Abbas�S.�Al-Baker 男

执行董事、集团

首席执行官

卡塔尔 卡塔尔 否

H.E.Shk.�Hanoof�Thani�F.�Th.�

Al-Thani

女 执行董事 卡塔尔 卡塔尔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益比

例

上市地

1 Cathay�Pacific�Airways�Ltd. 00293 9.99% 香港

2

International�Consolidated�Airlines�

Group,�S.A.

IAG 20%

伦敦，

马德里、巴塞罗那、毕尔

巴鄂和瓦伦西亚（西班

牙证券交易所）

3 LATAM�Airlines�Group�S.A. LTM 10% 纽约，圣地亚哥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卡塔尔航空本次收购南方航空的股份，系其战略投资的一部分，拟由此继续增强其运营能力和航空网络连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受限于适用的法律法规，卡塔尔航空可能考虑在未来12个月内进一步增持南方航空的股份。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共持有南方航空430,027,566股A股股份以及183,318,000股H股股份，合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4.9999%。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卡塔尔航空通过沪港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系统购买南方航空A股股票，并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集中交易系统购买南方航空H股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日期 交易主体 股票类别 买卖方向 成交数量

2018年12月28日 卡塔尔航空 A股 买入 8,600

2018年12月28日 卡塔尔航空 H股 买入 6,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南方航空股份情况如下：

持股主体 股票类别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持股比例

卡塔尔航空 A股 430,036,166 3.5056%

卡塔尔航空 H股 183,324,000 1.4944%

合计 613,360,166 5.00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权利被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的南方航空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买卖南方航空交易股份（不包括本次权益变动的成交数量）的情况如下：

时间 交易主体 股票类别 买卖方向 成交数量 价格区间

2018年12月 卡塔尔航空 A股 买入 97,247,401

人民币6.6590�-�

7.6147元

2018年11月 卡塔尔航空 A股 买入 332,780,165

人民币6.1810�-�

7.3179元

2018年12月 卡塔尔航空 H股 买入 45,730,000

港币4.6517�-�5.6298

元

2018年11月 卡塔尔航空 H股 买入 137,588,000

港币4.3563�-�5.4596

元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卡塔尔航空公司（Qatar� Airways� Group� Q.C.S.C.）（盖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授权代表（签字）：

年月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交所和南方航空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广州市

股票简称 南方航空 股票代码

上海：600029

香港：1055

纽约：ZNH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卡塔尔航空公司（Qatar�Airways�Group�Q.

C.S.C.）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State�of�Qatar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H股

持股数量：A股：430,027,566

H股：183,318,000

持股比例：A股：3.5055%

H股：1.494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A股、H股

变动数量：A股：8,600股；H股：6,000股

变动比例：0.0001%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注）否□

注：受限于适用的法律法规，卡塔尔航空可能考虑在未来12个月内进一步增持南方航空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卡塔尔航空公司（Qatar� Airways� Group� Q.C.S.C.）（盖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19-001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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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19年1月2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收到公司股东卡塔尔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卡塔尔航

空”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卡塔尔航空公司（Qatar�Airways�Group�Q.C.S.C.）

企业住所 Qatar�Airways�Tower�One,�Airport�Road,�PO�Box�22550,�Doha,�Qatar

注册资本 52,481,079,000卡塔尔利尔

企业类型 卡塔尔封闭股份公司

经营范围

乘客和货物的航空运输（包括航空公司而非旅行社）；货物的装运和卸货；飞机租赁；租用航

空运输设备；飞机地面服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卡塔尔航空通过沪港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系统购买本公司A股股票， 并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集中交易系统购

买本公司H股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日期 交易主体 股票类别 买卖方向 成交数量

2018年12月28日 卡塔尔航空 A股 买入 8,600

2018年12月28日 卡塔尔航空 H股 买入 6,000

合计 14,600

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情况：

持股主体 股票类别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持股比例

卡塔尔航空 A股 430,036,166 3.5056%

卡塔尔航空 H股 183,324,000 1.4944%

合计 613,360,166 5.000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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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龙湾煤矿产能核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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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近日接到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核定鄂尔

多斯市转龙湾煤炭有限公司转龙湾煤矿生产能力的复函》（内能综函〔2018〕52号），现

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

符合条件优质产能煤矿生产能力核定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7〕763号）和《关于

印发煤矿生产能力管理办法和核定标准的通知》（安监总煤行〔2014〕61号）等文件精

神，经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发改办运行〔2018〕1708号文批准，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同意公

司全资附属公司鄂尔多斯市转龙湾煤炭有限公司所属转龙湾煤矿生产能力由500万吨/

年核增至1000万吨/年。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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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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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2日收到公司监

事付胜利先生的书面辞呈，因个人原因，付胜利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由于付胜利先生辞任将导致公

司监事会人数不足三人，因此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之前，付胜利先生

仍继续履行监事职务。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监事的补选及后续相关

工作。

公司对付胜利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