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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到期收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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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召开2018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

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合理规划

资金使用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6,0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告详见2018年6月21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8日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

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办理了结构性存款业务， 年利率为3%， 到期日为

2019年1月8日（公告详见2018年8月9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

上述理财产品于2019年1月8日收回，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

20,000万元，收到产品收益及期后活期息人民币250万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吉林亚泰

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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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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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7,702,4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裁宋尚龙先生主持了现场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7人，董事孙晓峰先生、王化民先生、翟怀宇先生、王友春先

生、王广基先生、柳红女士、李玉先生、周佰成先生均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6人，监事李廷亮先生、陈国栋先生、陈波先生均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811,380 99.84 891,100 0.16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为所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5,214,213 99.56 2,488,267 0.44 0 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

268,434,880 99.67 891,100 0.33 0 0.00

2

关于为所属公司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

266,837,713 99.08 2,488,267 0.92 0 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蕙女士、郭淑芬女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亚泰集团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相关议案的审议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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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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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1月4日以送达、传真和邮件等形式发

给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2019年1月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5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5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

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公告》 具体内容刊载于2019年1月9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办理信托借款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信托借款即将到期，同意公司继续在光大兴拢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

理信托借款5亿元，期限4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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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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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于2019年1月8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出

席监事9名，实际出席监事6名，监事李廷亮先生、陈国栋先生、陈波先生分别委托监事于来

富先生、王劲松先生、赵凤利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所属子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含50,000万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22,5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

和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可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规定的额度和期限内

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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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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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和股东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1月8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

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合理规划资金使用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50,

000万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22,5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其中吉林亚泰医

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7,

500万元（含7,500万元），吉林亚泰明星制药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22,500万元（含22,500万元），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 （含20,000

万元）。 使用期限自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使用期限结束之日（2019年2月7

日）起延期6个月（不得超过6个月），公司前述子公司可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滚动投

资。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8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648,967,851股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4.7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3,050,148,899.70元，扣除保

荐费用、 承销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及相关税金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3,015,510,799.90元。

2017年6月15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审验并出具了中准验字[2017]第

1041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经足额到账。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东吴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公司所属子公司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已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与公司、东吴证券、专户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

二、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2017年8月9日召开了2017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所属

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保证资金安全性的情况下，可使用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10,000万元（含11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自公司

2017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可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滚动

投资（公告详见2017年8月1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

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召开2018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保证资金安全性的情况下，使用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106,000万元（含106,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以上资金额度自公司2017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使用期限结束之日（即2018年8

月8日） 起6个月内滚动使用（公告详见2018年6月2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述期限内，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到期均100%兑付，并

按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2019年1月8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

保本型理财产品尚有22,500万元未到期。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1月8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保证资金安全性的情况下，使用不

超过50,000万元（含50,000万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22,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理财产品。 以上资金额度的使用期限自公司2018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使用期限结束之日（2019年2月7日）起延期6个月（不得超过6

个月），公司所属子公司可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滚动投资。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所属子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50,000万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22,500万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以更好实现募集资金的保值增值。

（二）投资额度

在合理规划资金使用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

公司所属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含50,000万元且

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22,5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其中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7,500万元 （含

7,500万元），吉林亚泰明星制药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

高额度不超过22,500万元（含22,500万元），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含20,000万元）。

（三）投资品种

公司所属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品种为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

用于证券投资及其他高风险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

的理财产品。

（四）投资期限

自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使用期限结束之日（2019年2月7日）起延期6

个月（不得超过6个月），可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滚动投资。

（五）资金来源

公司所属子公司用于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资金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四、投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公司所属子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短期低风险型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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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

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包括但

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

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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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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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

的账务核算工作。

5、公司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对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所属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短期保

本型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正常周转需要，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二）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

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所属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50,000万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22,500万元）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股东利

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规定的

额度和期限内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所属子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含50,000万

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22,5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和内容符合中

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可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规定的额度和期限内继续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含50,000万元且包含

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22,500万元） 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一）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二）2019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

意见；

（四）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继续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 � � �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9-008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

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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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所

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星制药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

建材有限公司在合理规划资金使用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的前提下， 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6,0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使用期限自公司2017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使用期限结束之日（2018年8月8日）

起延期6个月（不得超过6个月），公司前述子公司可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滚动投资（公

告详见2018年6月2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所

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合理

规划资金使用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继续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含50,000万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产

品22,5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其中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7,500万元（含7,500万元），吉林亚泰

明星制药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22,500

万元（含22,500万元），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

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含20,000万元）。 使用期限自公司2018年第六

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使用期限结束之日（2019年2月7日）起延期6个月（不得超过6个月），

公司前述子公司可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滚动投资（公告详见2019年1月9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所属子公司———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8日以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人民币7,500万元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办理了结构性存款业

务。 结构性存款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2、存款金额：人民币7,500万元

3、年利率：3.3%

4、交易日：2019年1月8日

5、起息日：2019年1月8日

6、到期日：2019年5月4日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资金来源及投资风险控制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本次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

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结构性存款，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安全性高、流动

性较好，风险可控。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所属子公司--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是在确保日常运营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募投项目投资进展，不

影响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和收益。

四、相关意见

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已于2019年1月9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 � � �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9-009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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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所

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星制药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

建材有限公司在合理规划资金使用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的前提下， 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6,0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使用期限自公司2017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使用期限结束之日（2018年8月8日）

起延期6个月（不得超过6个月），公司前述子公司可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滚动投资（公

告详见2018年6月2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所

属子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在合理

规划资金使用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继续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含50,000万元且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产

品22,5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其中吉林亚泰医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7,500万元（含7,500万元），吉林亚泰

明星制药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22,500

万元（含22,500万元），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

型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含20,000万元）。 使用期限自公司2018年第六

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使用期限结束之日（2019年2月7日）起延期6个月（不得超过6个月），

公司前述子公司可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滚动投资（公告详见2019年1月9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所属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8日以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人民币20,000万元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办理了结构性存款业务。

结构性存款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2、存款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

3、年利率：3.3%

4、交易日：2019年1月8日

5、起息日：2019年1月8日

6、到期日：2019年5月13日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资金来源及投资风险控制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本次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

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结构性存款，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安全性高、流动

性较好，风险可控。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所属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是在确保日常运营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募投项目投资进展，不影

响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和收益。

四、相关意见

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已于2019年1月9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19-005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追加承诺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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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然人股东金丹良于2017年12月向本公司出具关于

股份锁定的《承诺函》，承诺其根据约定购买的本公司29,642,075股股票于限售期满12个月后可解禁

36%，于限售期满24个月后可解禁32%，并于限售期满36个月后可解禁32%。

截止本公告日，金丹良所持该等股票的限售期已满12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一、承诺基本情况及其进展

1、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

议案，同意本公司购买金丹良所持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并约定金丹良于2017年12月31

日前将其收到的股权转让款中的人民币7.5亿元用以购买本公司股票，该等股票于限售期满12个月后可

解禁36%，于限售期满24个月后可解禁32%，并于限售期满36个月后可解禁32%（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

7月2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2））。

2、截止2017年12月31日，金丹良已根据上述约定，完成购买本公司29,642,075股股票（占截止当

时本公司总股本的约2.07%），并出具《承诺函》，承诺该等股票于限售期满12个月后可解禁36%，于限

售期满24个月后可解禁32%， 并于限售期满36个月后可解禁32%（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1月3日在指定

媒体披露的《关于股东追加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

3、截止本公告日，金丹良所持上述股票的限售期已满12个月，其根据约定购买的本公司股票可予解

禁36%，具体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本次可解禁股数 限售股数

金丹良

44,463,112

（29,642,075）

16,006,720 28,456,392

注： 本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派方案以2018年6月12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每10股转增5股权益分

派，表中“（）”内数字为该等权益分派实施前对应的股份数量。

二、其他说明

本公司将继续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本公司将主动、及时要

求相关方履行违约责任。

三、备查文件

1、《承诺函》；

2、《浙江盛和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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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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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8-159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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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8日，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装备” ）、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光电” ），郑州旭飞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旭飞”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旭

新” ）、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旭虹” ）与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旭集团” ）、北京工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共同完成的基板课题“光电显示用高均匀超净面玻璃基板

关键技术与设备开发及产业化” 项目和盖板课题“高强超薄浮法铝硅酸盐屏幕保护玻璃规模化生产成

套技术与应用开发”项目，分别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中

基板项目一等奖、盖板项目二等奖。 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为一等奖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

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获奖情况

项目一：光电显示用高均匀超净面玻璃基板关键技术与设备开发及产业化

奖励等级：基板项目一等奖

获奖者：东旭集团、北京工业大学、芜湖装备、武汉理工大学、芜湖光电、郑州旭飞、石家庄旭新

证书号：东旭集团 2018-J-219-1-01-D01

芜湖装备 2018-J-219-1-01-D03

芜湖光电 2018-J-219-1-01-D05

郑州旭飞 2018-J-219-1-01-D06

石家庄旭新 2018-J-219-1-01-D07

项目二，高强超薄浮法铝硅酸盐屏幕保护玻璃规模化生产成套技术与应用开发

奖励等级：盖板项目二等奖

获奖者：四川旭虹、东旭集团、北京工业大学

证书号：四川旭虹 2018-J-214-2-02-D01

东旭集团 2018-J-214-2-02-D02

二、项目概述

（一）基板项目

该项目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平板显示领域，涉及光电显示用玻璃基板关键技术、核心设备开发及

产业化应用。 课题组针对制造高品质的玻璃基板，围绕三大难题，实施了四大创新，实现了高品质玻璃基

板核心技术与关键设备的重大突破。

上述创新成果转化成玻璃基板成套技术和设备， 实现了产业化应用， 同时实现了产品品质的数据

化、可视化和智能化管控。 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该项目产品在应变点温度、热收缩率、耐碱性能等方面

均优于国际知名公司。

（二）盖板项目

该项目属无机非金属材料领域， 涉及高强超薄碱铝硅酸盐屏幕保护玻璃规模化生产成套关键技术

及其在信息产业中的应用。 历经多年刻苦攻关和生产实践，课题组将上述技术转化并进行了设备开发，

产品品质达到国外著名公司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该项目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提升了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对显示产业健康与跨越式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装备、芜湖光电、郑州旭飞、石家庄旭新、四川旭虹与东旭集团、北京工业

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共同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体现了公司的技术创新优势和研发实力。 基板项目

实现了我国玻璃基板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引领我国CRT玻壳向液晶玻璃基板产业技术进步和转型

升级，推动了我国光电显示产业健康安全发展，带动终端显示产品大幅降价并普及，惠及国家、惠及民

众。 盖板项目的成果和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有效提高我国光电子、新材料和高精度加工等一系列领域的

技术研发和工艺水平。 项目的成功实施打破了国外技术和市场垄断，对保障信息产业安全具有重大作用

和意义。

公司获得的上述奖项能否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实质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9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9-002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电子废弃物绿

色循环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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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与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主导完成的“电子废弃物绿色循环关键技

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电子废弃物是最典型的废物，环境危害大，是全球治理的难题。 我国电子废弃物产生量大，有价金属

含量高，形成重要城市矿产资源，亟需清洁回收利用。公司此次获奖的“电子废弃物绿色循环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项目攻克了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过程关键技术及工程实践难题，创新开发了低温连续热解新技

术，自主设计制作了大型工业化装置系统，实现了废旧电路板连续化清洁处理及金属有效富集；发明了

短流程再造金属合金产品和梯级分离回收新技术，实现了有价金属分级利用；开发了电子废弃物整体控

制破碎、智能识别及精细分选与塑料高值化利用技术；构建了典型城市矿产大数据系统，创建了“互联网

+分类回收” 运营模式，开发了物联网全程可追溯信息化平台；成为国家重要示范工程，有力提升了我国

电子废弃物绿色循环整体水平，实现了电子废弃物大规模高效清洁处理，是中国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的

关键技术，引领了我国资源循环产业发展。

本次获奖是对公司科研成果及创新能力的充分肯定， 彰显了公司在电子废弃物领域掌握全球核心

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对公司更大力度获取国家与行业的创新支持带来积极影响，更加强化公司在包括动

力电池在内的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业务的市场占有地位， 更加巩固公司电子废弃物在中国行业的核心

地位。 同时，公司将继续用好电子废弃物领域的优势技术，为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

该奖项的获得，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防范。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340� � � � � �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9-003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补充质押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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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汇丰源” ）通知，获悉汇丰源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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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补充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深圳市汇丰源

投资有限公司

是 7,000,000

2019年01月

03日

2019年05月

09日

上海光大证

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48

补充

质押

合计 7,000,000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

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

限公司

474,529,720 11.43 267,211,200 56.31 6.44

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

有限公司

33,184,692 0.80 25,500,000 76.84 0.61

合计 507,714,412 12.23 292,711,200 57.65 7.05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补充质押）；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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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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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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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2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类型

销量（辆） 产量（辆）

本月数

量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增减

本月数

量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增减

汽车产

品

商用车

货车

重型货车 2016 4105 36399 33879 7.44% 1758 4050 34684 33918 2.26%

重型半挂牵引车 4261 1220 49374 61727 -20.01% 4743 2818 48254 63319 -23.79%

重型非完整车辆 1910 2553 24532 18672 31.38% 1986 2406 24752 22207 11.46%

中型货车 2236 1609 12345 14505 -14.89% 2375 531 13849 17959 -22.89%

中型非完整车辆 41 0 563 2 28050.00% 68 1 639 16 3893.75%

中重型货车小计 10464 9487 123213 128785 -4.33% 10930 9806 122178 137419 -11.09%

其中欧曼产品 8197 7592 104326 114372 -8.78% 8497 8790 101509 119572 -15.11%

轻型货车 39057 36936 328598 303838 8.15% 39067 35298 326751 298045 9.63%

微型货车 101 2850 6098 52824 -88.46% 121 1471 6240 51070 -87.78%

客车

大型客车 349 1737 1989 7547 -73.65% 431 1467 2586 7484 -65.45%

大型客车非完整车辆 2 0 8 3 166.67% 2 0 13 2 550.00%

中型客车 157 218 1469 1613 -8.93% 156 174 1589 1721 -7.67%

大中型客车小计 508 1955 3466 9163 -62.17% 589 1641 4188 9207 -54.51%

轻型客车 2034 2567 32139 32259 -0.37% 1908 2396 31883 31289 1.90%

乘用车

基本型乘用车 - - - - - - - - - -

多功能乘用车 779 2058 14707 22307 -34.07% 890 1775 15580 22263 -30.02%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2518 4894 34200 46207 -25.99% 2251 4905 33497 46500 -27.96%

交叉型乘用车 659 360 2586 5433 -52.40% 483 308 2552 4438 -42.50%

合计 56120 61107 545007 600816 -9.29% 56239 57600 542869 600231 -9.56%

其中新能源汽车 1509 2479 3720 6707 -44.54% 1453 1871 4345 6573 -33.90%

发动

机产

品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2193

7

2252

3

2399

87

2724

97

-11.93% 19851

2310

1

2418

02

2696

89

-10.34%

柴油发动机 2083 6170

4105

4

5719

4

-28.22% 2768 5567

4079

4

5805

1

-29.73%

汽油发动机 4441 8915

8133

4

9274

9

-12.31% 4883 8577

8206

8

9707

8

-15.46%

合计

2846

1

3760

8

3623

75

4224

40

-14.22% 27502

3724

5

3646

64

4248

18

-14.16%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2.欧曼品牌归属于福田戴姆勒，福田戴

姆勒与福田康明斯是50：50的合资公司。 3.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 4.鉴于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为投资者较为关注的信息，从2016年7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在

月度各产品产销快报中体现，单笔低于1000辆的新能源汽车订单不再单独或汇总公告。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