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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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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4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银川中院” ）送达的《传票》、《民事起诉状》等文件，

公司涉及两起民事诉讼。

二、有关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一

诉讼情况如下

1、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住所地宁夏 银川市金凤区新昌东

路39号,负责人：王仁堂。

被告1：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灵武生态纺织园区（灵武市商二环路北侧

经二路东侧），法定代表人：战英杰。

被告2：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灵武生态纺织园 区（灵武市商二环

路北侧经二路东侧），法定代表人：马生明。

被告3：马生国。

被告4：张永春。

2、本案原告诉状所述的事实与理由

2015年5月25日，被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股份公司）与原告

签订一份编号为2015年中银宁司最高额保质字E2015037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被告

中银股份公司以其持有的宁夏中银邓肯服饰有限公司20,442.09万股股权、 宁夏中银绒业

进出口有限公司2,000万股股权、北京卓文时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875万股股权、江阴中

绒纺织品有限公司5,000万元股权为被告中银股份公司与原告自2015年5月21日至2018

年5月21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提供质押担保，

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39,000万元，协议签订后，遂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2016年5月3日，被告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公司〕、马

生国及其配偶张永春分别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2016年中银宁

司最高额保字A2016030-l号、2016年中银宁司最高额保字A2016030-2号），约定，被告

中银国际公司、 马生国及其配偶张永春为被告中银股份公司与原告自2016年4月25日至

2017年4月24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提供连带保

证担保，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133,6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

起二年。 同时，合同还对违约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7年4月12日， 被告中银股份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7年中银宁司字

A201703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被告中银股份公司向原告借款2,600万元，借款

期限为12个月。 同时，合同还对利息及罚息的计算、担保、违约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同日， 被告中银股份公司与原告签订一份编号为2017年中银宁司抵字A2017034号

《抵押合同》，约定，被告中银股份公司以其所有的5,646项机器设备为编号2017年中银宁

司字A201703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合同签订后，遂办理了动

产抵押登记。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中银股份公司发放了借款 2,600万元。

编号2017年中银宁司字A2017034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到期后，被告未按期归还

借款及利息，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仍未偿还。截至2018年10月18日，被告共计欠付原告本

金26,000,000.00元，利息、罚息968,346.47元。

3、诉讼请求

（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6,000,

000.00元 ，利息、罚息共计968,346.47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2018年10月18日），以上合

计26,968,346.47元，以后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连续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原告

的银行系统显示为准）；

（2） 请求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5,646项机器设备

的折价，变卖、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 请求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宁夏中银邓肯服饰

有限公司20,442.09万股股权、宁夏中银绒业进出口有限公司2,000万股股权、北京卓文时

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875万股股权、江阴中绒纺织品有限公司5,000万元股权的折价，变

卖、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马生国、 张永春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及原告为实现上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诉讼二

诉讼情况如下：

1、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住所地：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新昌东

路39号，负责人：陈志能。

被告1：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灵武生态纺织园区（灵武市南二环路北

侧经二路东侧），法定代表人：战英杰。

被告2：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灵武生态纺织园区（灵武市商二环

路北侧经二路东侧），法定代表人：马生明。

被告3：马生国。

被告4：张永春。

2、本案原告诉状所述的事实与理由

2015年5月25日，被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股份公司）与原告

签订一份编号为2015年中银宁司最高额保质字 E2015037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被

告中银股份公司以其持有的宁夏中银邓肯服饰有限公司20,442.09万股股权、 宁夏中银绒

业进出口有限公司2,000万股股权、北京卓文时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875万股股权、江阴

中绒纺织品有限公司5,000万元股权为被告中银股份公司与原告自2015年5月21日至

2018年5月21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提供质押担

保，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39,000万元，协议签订后，遂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2016年5月3日， 被告中银股份公司与原告签订一份编号为2016年中银宁司字

E2016004号《授信额度协议》，约定，原告给予被告中银股份公司授信额度133,600万元。

同时，协议还对担保、违约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同日，被告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 公司）、马生国及其

配偶张永春分别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2016年中银宁司最高额

保字A2016030-l号、2016年中银宁司最高额保字A2016030-2号），约定，被告中银国际

公司、 马生国及其配偶张永春分别为被告中银股份公司与原告签署的借款、 贸易融资、保

函、 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133,

6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二年。 同时，合同还对违约等事项进行了

约定。

2017年9月，卖方宁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原料公司）与被告中银

股份公司签订了二份《产品销售合同》，约定，被告中银股份公司以赊销方式向中银原料公

司购买面料。 被告中银股份公司为了向卖方中银原料公司支付货款，于2018年9月29日、9

月30日与原告签订了二份《融易达业务授信额度使用协议书》（编号：2017年中银宁结字

RYD016号、2017年中银宁结字RYD017号），约定，原告同意在上述二笔业务中为被告中

银股份公司核定融易达业务额度共计18,120万元。 同时，原告根据卖方中银原料公司的申

请，与其签订了二份《融易达业务合同》和二份《融易达业务申请书》，约定，原告在为被告

中银股份公司核定的18,120万元授信额度内， 为卖方中银原料公司提供无追索权应收胀

款融资，卖方中银原料公司需将依据二笔《产品销售合同》对被告中银股份公司享有的应

收账款无条件转让给原告。 之后，卖方中银原料公司向原告出具了二份《债权转让书》，被

告中银股份公司向原告出具了二份《应收账款转让确认书》，并保证将按上述二笔《产品

销售合同》规定的付款金额和付款期限将款项支付至原告指定账户。

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向卖方中银原料公司支付了18,120万元。 但被告中银股份

公司并未按照上述融易达业务约定的期限向原告归还贸易融资款，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

仍未偿还。 截至2018年10月18日，被告累计欠付原告贸易融资本金181,200,000.00元，利

息、罚息10,837,686.63元。

3、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贸易融资本金181,200,

000.00元，利息、罚息共计10,837,686.63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2018年10月18日），以上

合计192,037,686.63元，以后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连续计算至贸易融资本金实际付

清之日止（以原告的银行系统显示为准）；

（2） 请求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宁夏中银邓肯服饰

有限公司20,442.09万股股权、宁夏中银绒业进出口有限公司2,000万股股权、北京卓文时

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875万股股权、江阴中绒纺织品有限公司5,000万元股权的折价，变

卖、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马生国、张永春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及原告为实现上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等规定将相关诉讼所涉本金及利息计入负债及财务费

用，案件受理费及复利、罚息等在案件执行完毕后将影响公司业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传票》（2018）宁01民初1302号。

1、《民事起诉状》、《传票》（2018）宁01民初1304号。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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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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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诉讼基本情况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3日披露了原告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诉被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银绒

业原料有限公司、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马生国、张永春、李卫东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重组宽限补

偿金、违约金暂合计116,226,000.00元，并依法判令被告宁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宁

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马生国、张永春、李卫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

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原告为实现上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详见本公司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刊登的《2018-109�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二、上述诉讼案件最新进展情况

（一）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因上述纠纷向宁夏回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保全申请。 本公司于2019年1月4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宁民初108号]，裁定如下：

对被申请人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宁夏中银绒业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马生国、张永春、李卫东名下价值116,226,000元的财产或银行存款予

以查封、冻结。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

止裁定的执行。

（二） 本公司于2019年1月4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保全结案通知书

[（2018）宁执保28号]，内容如下：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马生明、马生国、张永春、李卫东：

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与被申请人你（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宁民初108号民事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依据申请，本院通过网

络查控系统对被申请人的财产进行查询，保全中查封、冻结了被申请人如下财产：

1、 冻结了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 上的存款3,779元。

冻结期限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11月30日。

2、冻结了宁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账户上的存款8,712.41元，冻结期限

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11月29日。

3、冻结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二个账户上的存款103,301.98元、6,

937元，共计110,238.98元。 冻结期限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11月29日。

4、冻结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账户上的存款1,799美元。 冻结期限

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11月29日。

5、 冻结了马生国在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个账户上的存款7,054.15元、3,121.60

元，共计10,175.75元。 冻结期限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11月30日。

6、 冻结了张永春在招商银行账户上的存款53,104元和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上的存款

53,030元及中国银行账户上的存款6,100元，共计三个账户上的存款112,234元，冻结期

限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19年11月30日。

7、 冻结了李卫东在交通银行账户上的存款17,920元和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上应冻结

12,993元，实冻结6,670.95元，共计二个账户上的存款 24,590.95元，冻结期限自2018年

11月30日至2019年11月30日。

8、 查封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灵武市的65套房产， 具体：

00026678、00026679、00029998、00036289、00036290、00036291、00036292、00036293、

00036294、00036295、00036296、00036298、00036299、00036300、00036302、00036304、

00036305、00036306、00036307、00036308、 00036309、00036310、0003631l、

00036312、00036313、00036314、00036315、00036316、00036317、00036318、00036319、

00042630、00039830、00039834、00039835、00039836、00039837、00039838、00039839、

00036301、00036303、00039831、00039832、00039833、00040628、00040629、

00040630、00017978、00017979、00019149、00012232、00012233、00019148、

00015924、00005063、00005064、00017931、00019150、000013847、00012244、

00012245、00012246、00017977、00036297、00012234，查封期限为3年，自2018年11月29

日至2021年11月28日。

9、 查封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灵武市的2套房产， 具体如下：

00019461、00019462号，查封期限为3年，自2018年11月29日至2021年l1月28日。

10、 查封宁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灵武市的8房产， 具体如下：

00025428、00025429、00025430、00025431、00025432、00025433、00025435、00025436

号，查封期限为3年，自2018年11月29日至2021年11月28日。

11、查封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吴忠市朝阳街义乌商贸城西附楼

1-37号 ， 共计 38套商业房 具 体 如 下 ：00074895、00074896、00074897、00074898、

00074899、00074900、00074901、00074902、00074903、00074904、00074905、

00074906、00074907、00074908、00074909、00074910、00074911、00074912、

00074913、00074914、00074915、00074916、00074917、00074918、00074919、

00074920、00074921、00074922、00074923、00074924、00074925、00074926、

00074927、00074928、00074929、00074930、00074931和吴忠市朝阳街义乌商贸城A区

00074568号商业房，查封期限为3年，自2018年11月30日至2021年11月29日。

12、查封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灵武市19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别为：

灵国用（2007）第0731号、灵国用（2007)第0732号、灵国用（2007）第0733号、灵国用

（2007）第0734号、灵国用（2007）第0735号、灵国用（2011）第0707号、灵国用（2012)第

60027号、灵国用（2013）第0821号、灵国用（2013）第0823号、灵国用（2013）第0824号、

灵国用（2013）第0825号、灵国用（2013)第0826号、灵国用（2013）第0827号、灵国用

（2013）第0828号、灵国用（2014）第0385号、灵国用（2014）第0386号、灵国用（2014)第

0387号、灵国用（2013）第60054号、灵国用（2013）第0820号。 查封期限为3年，自2018年

11月30日至2021年11月29日。

13、 查封被申请人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 灵武市的3宗土地使

用权，具体如下：灵国用（2012）第60088号、灵国用（2009）第0045号、灵国用（2009）第

0046号，查封期限为3年，自2018年11月29日至2021年11月28日。

14、查封被申请人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吴忠市朝阳街义乌商贸

城A区，吴国用（2009）第0294号土地使用权。 查封期限为3年，自2018年11月30日至

2021年11月29日。

15、查封张永春名下的位于银川市正源南街919号莲湖花园二期证号为：金凤区字第

2013068022号114号楼101室、 金凤区字第2013068025号l14号楼202室、 金凤区字第

2013068020号114号楼303室3套房产。 查封期限为3年，自2018年12月30日至2021年11月

29日。

16、查封李卫东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王府温馨公 寓，证号为：京房权证

昌私移字第97701号。 查封期限为3年，自2018年12月25日至2021年12月24日。

17、 在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冻结了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2,128万元的股权。 冻结期限为3年，自2018年12月12日至2021年12月11

日。

18、2018年12月26日在深交所轮候冻结宁夏中银绒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证券子账户

号码0800092793，所持证券简称＊ST中绒，证券代码000982，共481496444股。 冻结期限

为36个月。

申请人需要申请续行冻结的，应当在期限届满七日前向人民法院 提出书面续封申请，

逾期申请或者不申请的，自行承担不能续行查封 的法律后果。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宁民初108号民事裁定，本案已保全完毕，现予以结

案。 ”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等规定将相关诉讼所涉本金及利息计入负债及财务费

用，案件受理费及复利、罚息等在案件执行完毕后将影响公司业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宁民初108号]；

2、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保全结案通知书[（2018）宁执保28号]。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629

证券简称：仁智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3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被冻

结银行账户新增冻结金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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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被冻结银行账户新增冻结金额的基本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于近日查询公司银行账户

发现， 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新增冻结金额3000万元。 新增冻结金额的银行账户明细如

下：

序号 被冻结账户的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账户类型 实际冻结金额（元）

1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绵阳涪城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1,582,384.60

合计 - - - 1,582,384.6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院的正式法律文书，故暂无冻结申请人或

债权人的信息，尚未知上述银行账户新增冻结金额的具体原因。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及资金的情况

序号 被冻结账户的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账户类型 实际冻结金额（元）

1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黎明支行 基本存款账户 15,911.25

2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绵阳涪城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1,582,384.60

3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温州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56,661.27

4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绵阳高新支行 一般存款账户 29,503.24

5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 招商银行绵阳分行 一般存款账户 909,273.31

合计 - - - 2,593,733.67

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2018年11月17日、2018年11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分

别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关于参股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的公

告》、《关于收到（2018）苏0114民初5358号〈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7、2018-059、2018-060）。公司上述银行账户及参股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因公司

与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2019年1月4号公司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收到（2018）鲁1424民初3253号〈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及公司

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具体内容详见前述公告。 公司已委

托律师等中介机构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后续若有进展，公司拟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被申请冻结银行账户共5个，其中一个基本存款账户，4个一

般存款账户，被法院申请冻结金额为73,500,000.0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90%，实际被法院冻结金额为2,593,733.67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38%。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油服业务、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业务及大宗贸

易业务。其中，油服业务主要由上市公司及四川仁智石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石

化科技” ）经营，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业务主要由四川仁智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仁智新材料” ）经营，大宗贸易业务主要由上市公司及上海衡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衡都” ）经营。 石化科技、仁智新材料及上海衡都均作为独立法人主体运

营，经自查业务开展和现金周转情况良好。 本次新增冻结金额的账户为上市公司所使用的

部分银行账户，日常主要用于原油服业务客户回款及支付上市公司层面之管理费用，涉及

往来的资金金额较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实际冻结的资金金额较小，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0.38%，非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公司用于收取货款和支付成本、费用的主要

银行账户，暂时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成实质性影响。

在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解除之前，不排除后续公司其他账户继续被冻结的情况发

生。 公司将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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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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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决议。

3、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3]110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就中

小投资者对有关议案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即中小股东）是指除了下列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①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召开时间为：2019年1月7日（星期一）14:45；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月6日-2019年1月

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19年1月7日上午9:

30至11:30，下午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19年1月6日（星期日）下午15:00至2019年1月7日（星期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上江路198号A幢仁智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昊旻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9年1月2日（星期三）；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名，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5,202,3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828�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计1名，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1,387,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756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名，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3,815,3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6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

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815,31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926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大

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1,387,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5220� � ％；反对

3,81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478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 %；反对票 3,81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弃权票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刘俊哲律师、蔡克亮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7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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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部分到期

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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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7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保本型证

券公司收益凭证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产品。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单

个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在该议案获得公司

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由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

施。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1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72）。

一、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名称 账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

额

赎回金

额

成立日 赎回日 实际收益 备注

泸州长江

机械有限

公司

606257

918

“乾元-周周利”开放式资

产组合型保本人民币理财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300万

元

100万

元

2018年

9月26

日

2018年

11月14

日

0.44万元

余900

万元

泸州长江

机械有限

公司

606257

918

“乾元-周周利”开放式资

产组合型保本人民币理财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300万

元

200万

元

2018年

9月26

日

2018年

11月21

日

1.00万元

余700

万元

泸州长江

机械有限

公司

606257

918

“乾元-周周利”开放式资

产组合型保本人民币理财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300万

元

200万

元

2018年

9月26

日

2018年

12月19

日

1.52万元

余500

万元

泸州长江

机械有限

公司

606257

918

“乾元-周周利”开放式资

产组合型保本人民币理财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300万

元

500万

元

2018年

9月26

日

2018年

12月26

日

4.18万元

全部赎

回

泸州长江

机械有限

公司

606257

918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600万

元

600万

元

2018年

11月9

日

2018年

12月19

日

2.27万元

泸州长江

机械有限

公司

606257

918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500万

元

2500万

元

2018年

11月16

日

2018年

12月26

日

9.45万元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合计4,118.86万元均已到账。

二、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9年1月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泸州长江机械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购买了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并已办理完成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账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期限 成立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泸州长江机

械有限公司

606257918

与利率挂

钩的结构

性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万元 90天

2019年1月4

日

2019年4月

4日

4.3%

上述理财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及收益币种为人民币，产品风险类型为低风险产品，资

金来源为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中国民生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本收益型理财产品，在该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保持密切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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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进行

的，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8,000� 万元（包含本

次购买的理财产品）。

四、备查文件

《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合同（机构版）》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8日

证券代码：

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2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

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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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6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总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4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低风险、流动性好、稳健型的理财产品，并授权公司管

理层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追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

度增加到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低风险投资产品。上述额度

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和2018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一、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

号

产品

发行人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期限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收益（元）

1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3,000 40天

2018年

11月16日

2018年

12月26日

113,424.66

2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债回购 5,070 28天

2018年

11月6日

2018年

12月4日

144,838.25

3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债回购 1,930 28天

2018年

11月6日

2018年

12月4日

二、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近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国债逆回购，具体情况如

下：

回购品质

购买金额

（万元）

认购日期

年化收益率（未扣

除交易费用）

到期日 取得收益（元）

7天国债回购 2,000 2019年1月4日 2.73% 2019年1月11日 尚未结算

14天国债回购 1,000 2019年1月4日 2.765% 2019年1月18日 尚未结算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一）公司本次购买的国债逆回购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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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波动的影响。

（二）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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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8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9-001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土地储备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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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公司2018年12月份销售情况

2018年12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68.7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3.98%；签约金额192.19亿元，同比增长

19.84%。

2018年1-12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983.4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4.73%；累计签约金额1,015.63

亿元，同比增长49.51%。

上述签约面积和金额统计口径包含公司参与投资的全部房地产项目。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

以上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二、公司近期新增土地储备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指引的规定，现对公司2018年12月以来新增土地储备情况公告如下：

2018年12月以来,公司下属公司通过挂牌、拍卖等方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邢台市、沧州市，陕西省

咸阳市，山东省聊城市，江西省宜春市，浙江省嘉兴市等地取得了多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通过股权

收购方式控制了四川省什邡市三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具体情况如下：

（一）通过挂牌/拍卖方式取得的地块情况

1、2018年12月3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口荣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公

共资源交易分中心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 分别以4,788万元、758万元 竞得张家

口市2018-19号、2018-20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上述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张家口市2018-19号地块位于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洋河南侧武家房，出让面积39,901.35平方米（折

合59.8520亩），容积率≤1.5，建筑密度≤20%，绿地率≥35%。 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期限

40年，住宅用地期限70年。

张家口市2018-20号地块位于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洋河南侧武家房，出让面积10,470.79平方米（折

合15.7062亩），容积率≤1.5，建筑密度≤80%。 土地用途为体育场馆用地，用地期限50年。

2、2018年12月10日，公司控股下属公司陕西华宇盈丰置业有限公司在陕西省咸阳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 分别以4,570万元、3,835万元竞得陕西省咸阳市

2018-09-01号、2018-09-02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上述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咸阳市2018-09-01号地块位于咸阳市联盟四路以西、文林路以南、规划路以北区域，出让面积18,

667.80平方米（折合28.0017亩），容积率＜2.74，建筑密度≤25%，绿化率≥35%。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商业用地期限40年，住宅用地期限70年。

咸阳市2018-09-02号地块位于咸阳市秦皇路以东、 规划路以北区域， 出让面积13,526.50平方米

（折合20.2898亩），容积率＜5.14，建筑密度≤30%，绿化率≥35%。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商业用地期限

40年，住宅用地期限70年。

3、2018年12月11日，公司控股下属公司邢台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邢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以774万元竞得邢台市邢国土[2018]19号地块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邢台市邢国土 [2018]19号地块位于邢台市邢州大道以北、 公园东街以东， 出让面积873.53平方米

（折合1.3103亩），容积率≤2.2，建筑密度≤25%，绿地率≥35%。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用地期限70年。

4、2018年12月14日，公司全资下属公司聊城荣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上交易系统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 以14,721万元竞得聊城市2018-34号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聊城市2018-34号地块位于聊城市花园路西、财干路北，出让面积38,390平方米（折合57.585亩），

容积率≥2且≤2.5，建筑密度≤14%，绿化率≥35%。土地用途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用地期限65年。

5、2018年12月18日，公司控股下属公司宜春市赛威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宜春市国土资源局袁

州分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活动中， 分别以176万元、42万元、29万元、443万元竞

得宜春市DCK2018031-1号、DCK2018032-1号、DCK2018033-1号、DCK2018034-1号地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合计成交价款690万元。 上述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宜春市DCK2018031-1号地块位于宜春市袁州区湖田镇范围内、320国道以南， 出让面积2,803平

方米（折合4.2045亩），容积率＞1且≤1.2,�建筑密度≤30%，绿化率≥35%。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用地

期限70年。

宜春市DCK2018032-1号地块位于宜春市袁州区湖田镇范围内、320国道以南， 出让面积658平方

米（折合0.987亩），容积率＞1且≤1.2,�建筑密度≤30%，绿化率≥35%。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用地期

限70年。

宜春市DCK2018033-1号地块位于宜春市袁州区湖田镇范围内、320国道以南， 出让面积461平方

米（折合0.6915亩），容积率＞1且≤1.2,�建筑密度≤30%，绿化率≥35%。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用地期

限70年。

宜春市DCK2018034-1号地块位于宜春市袁州区湖田镇范围内、景观大道以南，出让面积7,086平

方米（折合10.629亩），容积率＞1且≤1.2,�建筑密度≤30%，绿化率≥35%。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用地

期限70年。

6、2018年12月19日，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常州荣盛上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活动中，以38,417.09万元竞得嘉兴市经开2018-25号地块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嘉兴市经开2018-25号地块，东至规划横一路，南至城东路绿化带，西至鸣羊路匝道，北至规划横一

路绿化带，出让面积32,681.49平方米（折合49.0222亩），容积率1.5-2.3，建筑密度≤30%。 土地用途为

住宅、商服用地，商业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不大于总容积率面积的5%，商业用地期限40年，住宅用地期

限70年。

7、2018年12月19日，公司控股下属公司荣盛（蔚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张家口市蔚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分别以4,006万元、4,306万元竞得蔚县[2018]

15号、[2018]16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上述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蔚县[2018]15号地块位于蔚县桃花镇赤崖堡村，出让面积48,681平方米（折合73.0215亩），容积

率＞1且≤1.2，建筑密度≤35%，绿化率≥35%。 土地用途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用地期限70年。

蔚县[2018]16号地块位于蔚县桃花镇赤崖堡村，出让面积52,911平方米（折合79.3665亩），容积

率＞1且≤1.2，建筑密度≤35%，绿化率≥35%。 土地用途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用地期限70年。

8、2018年12月24日，公司控股下属公司沧州中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沧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中， 以57,600万元竞得沧州市CTP-1818号地块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沧州市CTP-1818号地块位于沧州市运河区规划辽宁大道东侧、 规划西宁路北侧， 出让面积56,

462.92平方米（折合84.6944亩），容积率≥2且≤2.5，建筑密度≤25%，绿化率≥35%。 土地用途为住宅、

商服用地，其中商服用地面积占总用地的7%-15%，住宅用地期限70年，商服用地期限40年。

9、2018年12月28日，公司控股下属公司张家口荣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张家口瑞鑫拍卖有限公

司承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 以17,719万元竞得张家口市2018-0020号地块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张家口市2018-0020号地块位于张家口市北门外东城壕北侧， 出让面积42,818平方米 （折合

64.227亩），容积率≤1.8，建筑密度≤25%，绿化率≥35%。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配套商业服务设施≤

10%），住宅用地期限70年，商服用地期限40年。

（二）通过股权收购方式取得的地块情况

2018年12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股权收购方式，以 10,206万元取

得什邡凯旋置业有限公司80%股权， 同时控制了其旗下土地证编号为川 （2017） 什邡市不动产权第

0003577号、什国用（2016）第02655号、什国用（2016）第02656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开发

权。 上述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川（2017）什邡市不动产权第0003577号地块位于什邡市岷山西路南段与湔江路西段交汇处，出让

面积45,435.10平方米（折合68.1527亩），容积率≤2.5，绿地率≥30%，限高≤80米。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

宅用地，用地期限70年。

什国用 （2016） 第02655号地块位于什邡市岷山西路南段与湔江路西段交汇处， 出让面积25,

080.30平方米（折合37.6205亩），容积率≤2.5，绿地率≥30%，限高≤64米。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用地期限70年。

什国用 （2016） 第02656号地块位于什邡市岷山西路南段与湔江路西段交汇处， 出让面积14,

534.90平方米（折合21.8024亩），容积率≤2.5，绿地率≥30%，限高≤64米。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用地期限70年。

备查文件

1、张家口市2018-19号、2018-20号地块《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成交确

认书》；

2、咸阳市2018-09-01号、2018-09-02号地块《成交确认书》；

3、邢台市邢国土[2018]19号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邢国土[2018]19号）；

4、聊城市2018-34号地块《聊城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成交确认书》（聊国土

资成字[2018]50号）；

5、宜春市DCK2018031-1号、DCK2018032-1号、DCK2018033-1号、DCK2018034-1号地块《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

6、嘉兴市经开2018-25号地块《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嘉网成[2018]88号）；

7、蔚县[2018]15号、[2018]16号地块《蔚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交确认书》（蔚土地出让2018第14

号）、（蔚土地出让2018第15号）；

8、沧州市CTP-1818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成交确认书》（沧国土拍成字[2018]第38

号）；

9、张家口市2018-0020号地块《2018-002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书》；

10、什邡凯旋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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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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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安图实验仪器（郑州）

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情况如

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产品名称：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注册证编号：豫械注准20182220933

型号：AutoLumo� A1000、AutoLumo� A1000� B

有效期：5年

产品用途：该产品采用基于辣根过氧化物酶和鲁米诺的间接化学发光法，与配套的检

测试剂共同使用，在临床上用于对来源于人体的血清、血浆或尿液样本中的被分析物进行

定性或定量检测，包括肿瘤相关抗原，肝病，激素，感染性疾病，免疫功能，自身抗体，蛋白质

及多肽类，心肌疾病，维生素、氨基酸及血药浓度，变应原项目。

研发投入：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产品累计已发生的研发投入约为3920万元。

二、同类产品相关情况：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数据查询信息，截至公告日国内外同行业较多厂

家已取得同类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例如，罗氏、西门子、迈瑞、新产业等均有同类产

品。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产品注册证的取得，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免疫诊断产品线，不断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

求，可以逐步提高公司产品的整体竞争力。 2018年度公司现有的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销

售收入约800万元，其中出口销售收入约340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 该医疗器

械注册证的取得，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四、风险提示

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

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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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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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财互联” 或“公司” ）于2019年1月3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2号），经核实，现就问询函关注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束昱辉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于2016年1月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成为朱文明的一

致行动人。 请你公司函询当事人后说明，束昱辉与朱文明是否存在其他涉及你公司的协议

或约定。

回复：

2016年1月，束昱辉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文明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成为朱文明的

一致行动人，并约定束昱辉在包括但不限于行使董事会与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提案权、董事

与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等方面均需与朱文明的意见保持一致并以朱文明的意见为最终意

见。 我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后，分别函询束昱辉及朱文明，经了解，束昱辉与

朱文明不存在其他涉及公司的协议或约定。

二、你公司与权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权健公司” ）或束昱辉是否存在非经营性

资金往来，如有，请说明详细情况。

回复：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对公司业务及运营情况进行排查，公司与权健公司或束昱辉不存

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三、你公司与权健公司或束昱辉是否存在经营往来，你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受到权健公

司相关事项的影响，如有，请说明详细内容和资金往来情况。

回复：

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期间，与权健公司控股子公司福瑞购（天

津）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福瑞购平台项目” 方欣云平台服务及基于大数据和供

应链支撑的应用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合同，合同金额为802.65万元；与权健公司控股子

公司寰海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签订了“保险经纪平台项目”方欣云平台服务及基于金融科技

的保险经纪应用及在线获客应用开发、系统集成服务合同，合同金额为838.75万元。截止本

公告日，以上两项服务合同均在正常履约中，其中保险经纪平台项目完成度80%，项目收款

进度40%；福瑞购平台项目完成度90%，项目收款进度40%。 公司及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均

不受权健公司相关事项的影响。

四、请说明束昱辉、你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权健东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你公司股份

是否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形，如有，请说明原因。 你公司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或其他股

权变更的风险，如有，请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经过核查，束昱辉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权健

东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5,504万股， 其中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9,080万股，

质押融资获得的资金非束昱辉或权健公司所用。除此之外，束昱辉、江苏权健东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冻结情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

或者其他股权变更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