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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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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炭素或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3.2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200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08年4月2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571号文核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的九家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114,864,729.00股，

每股发行价9.9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146,349,995.42元，扣除发行费用36,999,995.42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1,109,350,000.00元。 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于2008年7月1日全部到账，存放于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经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下同]出具了五联方圆验字[2008]第05006号《验资报告》。

2011年8月3日，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集资金节余用于特种石墨

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节余30,570.00万元用于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成都炭素负责实施，募集资金节余以增资方式投入成都炭素。

（二）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733号《关于核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6月以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3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184,266,9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89元/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96,015,374元。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更

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同）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国浩

验字[2013]702A0001号的验资报告。 公司已于2013年6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2013年7月，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泰山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分行及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3年10月，因部分募集资金将由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用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公司、成

都炭素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支行、及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

2017年9月，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的议案》，同意注销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泰山支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将余额转入公司

在广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新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后续销户时结算的利息将一并转入新募集资

金专户。 2017年10月，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0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1年7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集资金节余用于特

种石墨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节余30,570.00万元用于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该项目总

投资额约210,191.17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负责实施，募集资金节余以增资方式投入成都炭

素。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1年8月3日，公司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截止2018年12月31日，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投入资金13,907.41万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初始金额 期末余额

交通银行兰州分行 660,619,995.42

募集资金余额: -

-

募集资金利息: -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 453,730,000.00

募集资金余额: -

-

募集资金利息: -

成都银行

募集资金余额: 166,625,932.72

236,795,836.33

募集资金利息: 70,169,903.61

合计 1,114,349,995.42 236,795,836.33

（二）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拟投资于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

项目及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项目前期工程已

启动， 已投入本次募集资金10,720.30万元和公司2008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13,907.41万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以及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将2008年度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30,570万元用于该项目）；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由于市场环境发生了

重大变化， 经公司2016年6月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及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同意终止该项目。

公司于2016年12月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并于2017年1月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变更部分集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江苏喜科墨51%股权及后续增资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江苏喜科墨51%股权及后续增资。 截止2017年10月，股权收购

及增资事项完成， 公司根据签订的合同及其约定， 以募集资金支付了本次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40,

167.93万元人民币（注：①股权的转让对价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本调整价款为按以下计算公式

计算所得的金额的绝对值:（本重组生效日之时点的标的公司的净资产额－412,570,232.20元人民币

[经审计的2015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额]）×51％。 若在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金额为负数的情况

下，则为以2亿元人民币减去本调整价款后的金额；在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金额为正数的情况下，

则为2亿元人民币加上本调整价款后的金额”的计算方法，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天职业字[2017]12238号审计报告为准，确认方大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技有限公司的51%股权

的转让对价为22,827.93万元。 由于公司在审议前述议案时相关审计报告尚未出具，因此最终确认的转

让对价与公司预计的约2亿元略有差异。 ②增资款以《股权转让合同》《中外合资经营合同》等约定的方

法，确认为17,340万元。 )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初始金额 期末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泰

山支行

1,106,399,792.00

募集资金余额: -

-

募集资金利息: -

中国民生银行沈阳分行 691,999,849.00

募集资金余额: -

2.02

募集资金利息: 2.02

广发银行沈阳分行

- 募集资金余额: 194,336,069.43

350,826,768.37

- 募集资金利息: 156,490,698.94

成都银行 -

募集资金余额: 92,796,955.60

123,320,104.28

募集资金利息: 30,523,148.68

合计 1,798,399,641.00 474,146,874.67

注1：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2,384,267.00元，扣除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796,

015,374.00元。

注2：募集资金余额474,146,874.67元（含利息及理财收益），不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10.00亿元。

三、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根据公司2018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7亿元暂时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 截至2019年4月9日，成都炭素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四、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成都炭素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3.2亿元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

需要将已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返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可以增强成都炭素资金的流

动性，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

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也不会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五、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成都炭素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减少财务费

用支出，降低经营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履行了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监事会专项意见

监事会认为：成都炭素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保荐人专项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成都炭素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在确保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亦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成都炭素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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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并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保荐机构对成都炭素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四）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保荐人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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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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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2015年修订）》要求，特此

公告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1季度房地产业务相关经营数据。

2019年1-3月，公司无新增房地产项目储备。

2019年1-3月，公司房地产业务无新开工；无新竣工。

2019年1-3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3.37万平方米（商品房项目3.37万平方米、经济适

用房项目0），同比增加1585%；实现合同销售金额121,857万元（商品房项目121,857万元、经济适用房

项目0），同比增加2019.17%。

2019年3月末，公司出租房地产总面积14.37万平方米（商业综合体2.62万平方米、商业办公楼3.02

万平方米、工业厂房8.73万平方米）。 2019年1-3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取得租金总收入1,711.72万元（商

业综合体290.30万元、商业办公楼489.47万元、工业厂房931.95万元）。

由于房地产项目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

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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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理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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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紫金农商银行

●委托理财金额：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18日，公司累计开展委托理财10亿元，单日最高余额

5.53亿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31天-32天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资金安排，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营运过程中产生的部分临时性

资金，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高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置业” ）自2019年3月15日起至2019年4

月18日向紫金农商银行城东支行(以下简称 “紫金农商银行” )购买短期保本型结构性存款累计金额10

亿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公司委托理财单日最高余额5.53亿元，上述委托理财不构

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9年4月1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管理层使用临时性资金进

行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未来三年内使用总额不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在额度内可循环使用）的临时性资金进行低风险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

并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使用临时性资金进行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9-016号）。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高科置业开展委托理财的受托方紫金农商银行资信较好，且公司与上述受托方不构成关联关系。

三、委托理财的主要内容

（一）产品基本情况

上述高科置业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临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受托方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理财

类型

金额

（亿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紫金农商银行城东支

行

2019-3-15 2019-4-15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

存款

5 4.20%

紫金农商银行城东支

行

2019-4-18 2019-5-20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

存款

5 4.20%

上述理财产品均为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主要投资于债券、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等

金融资产，公司购买的已到期的理财产品均正常兑付本息。

（二）敏感性分析

高科置业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是为了合理利用公司营运过程中产生的部分临时

性闲置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运营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和未来

主营业务的发展。

（三）风险控制分析

委托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市场、流动性、信用、操作等方面的风险，高科置业购买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

品风险较低且可控，但收益率可能产生波动。 针对购买委托理财可能存在的风险，公司严格按照董事会

授权和相关内部管理规定进行委托理财的审批、实施，并做好现金管理计划，切实降低投资风险，保障业

务经营需求。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在额度内可循环使用）的

临时性资金进行低风险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已经董事会授权，相关程序合法有效。 经过审慎审核，

我们认为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较低且可控，有利

于提高公司生产运营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和未来主营业务发展，未发现

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购买委托理财产品。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年度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为18.53亿元，余额为5.03亿元。

公司今年以来购买的已到期的理财产品均正常兑付本息， 近期到期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情况详见下

表。

受托方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理财

类型

金额

（亿元）

收回本

金（亿

元）

实际收益

（万元）

交通银行南京栖霞支

行（注）

2019-2-3 活期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

存款

0.53 0.5 26.46

交通银行南京栖霞支

行

2019-2-18 2019-3-11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

存款

4 4 82.85

紫金农商银行城东支

行

2019-3-15 2019-4-15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

存款

5 5 180.83

注：该理财产品为活期型，其中0.5亿元于2019年4月16日收回，剩余300万仍在理财产品中。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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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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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公司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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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2,36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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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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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王竹倩主持，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

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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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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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60,300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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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60,300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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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60,300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2018年度公司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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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60,300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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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60,300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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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60,300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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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60,300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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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60,300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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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60,300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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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60,300 1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签关联交易系列框架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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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60,300 1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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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015,000 99.9407 345,300 0.0593 0 0

13、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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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60,300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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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50,360,

300

100 0 0 0 0

6

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50,360,

300

100 0 0 0 0

7

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的议案

30,360,

300

100 0 0 0 0

8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2019年度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50,360,

300

100 0 0 0 0

9

关于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50,360,

300

100 0 0 0 0

1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50,360,

300

100 0 0 0 0

11

关于续签关联交易系列框架协议

的议案

30,360,

300

100 0 0 0 0

12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

议案

50,015,

000

99.3143 345,300 0.6857 0 0

13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50,360,

300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 532,000,000� 股；公司股东无

锡红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 20,000,000�股。以上关联股东对议案7、11

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骐瞳、张文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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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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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18日（星期四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星

期四）9:30至11:30，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

月17日（星期三）15:00至2019年4月18日（星期四）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189号富森创意大厦B座21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兵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8人，代表股份数量359,682,8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0.8281%。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数量352,753,

5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9.271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2人，代表股份数量6,929,22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557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5人，代表股份数量6,969,72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56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数量40,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91%；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数量6,929,2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57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359,64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894％； 反对3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10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6,93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4548％；反对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54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359,64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894％； 反对3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10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6,93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4548％；反对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54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359,650,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911％； 反对3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08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6,937,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5394％；反对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460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359,650,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911％； 反对3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08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6,937,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5394％；反对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460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359,650,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911％； 反对3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08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6,937,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5394％；反对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460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59,64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894％； 反对3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10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6,93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4548％；反对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54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59,64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894％； 反对3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10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6,93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4548％；反对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54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59,64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894％； 反对3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10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6,93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4548％；反对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54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59,644,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894％； 反对3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10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6,93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4548％；反对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545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卢勇、张冰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该见证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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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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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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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情况

2019年1月16日，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利丰·90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理财金额为人民币46,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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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部分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及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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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编号：2019-008）。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并收回本金及收益。 本次公司理财产品收回本金46,000万元，

取得收益3,572,876.71元。

二、截止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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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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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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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89,

42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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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本金46,000万

元，理财收益3,572,

876.7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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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G18010）

3,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9.1.10 2019.2.18 3.30%

收回本金3,000万

元，理财收益105,

780.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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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本金30,000万

元，理财收益2,588,

219.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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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本金5,000万

元，理财收益431,

369.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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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本金6,000万

元，理财收益517,

643.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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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6 2019.4.16 3.15%

收回本金46,000万

元，理财收益3,572,

876.7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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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HQYBB201804002

34）

4,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8．11.28 2019.5.8 3.35% 未到期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两

层区间六个月结构性

存 款 （ 代 码 ：

H0002046）

6,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18.12.14 2019.6.14

1.55%

/3.57%

未到期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华 泰 证 券 聚 益 第

19070号（黄金期货）

收益凭证（产品代码：

SFG070）

5,000

本金保

障型

2019.3.8 2019.6.5

1.8%/3.

8%/4.

4%

未到期

国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联诚鑫55号本金保

障固定收益型收益凭

证 （产 品 代 码 ：

SFB311）

3000

保本型

收益凭

证

2019.3.19 2019.8.19 3.8% 未到期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9年第

4674期对公定制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36,0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9.3.20 2019.9.20

3.30%

/3.25%

未到期

三、备查文件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细回单。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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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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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1号楼中国船舶大厦三楼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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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4,47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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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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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雷凡培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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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南大庆董事、孙伟董事、陈琪董事、钱德英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5人，彭卫华监事、盛闻英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陶健先生、总会计师陈琼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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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432,969 99.9948 19,107 0.0025 21,200 0.0027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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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432,969 99.9948 19,107 0.0025 21,200 0.0027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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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432,969 99.9948 19,107 0.0025 21,200 0.002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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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433,469 99.9949 18,607 0.0024 21,200 0.0027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相关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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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97,606 99.9089 19,107 0.0432 21,200 0.0479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所属企业2019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额度的框架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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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432,969 99.9948 19,107 0.0025 21,200 0.0027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部及所属企业2019年度委托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资金管理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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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97,006 99.9075 19,707 0.0445 21,200 0.0480

8、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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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432,969 99.9948 19,107 0.0025 21,200 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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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报

告》

44,197,606 99.9089 19,107 0.0432 21,200 0.0479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报

告》

44,197,606 99.9089 19,107 0.0432 21,200 0.0479

3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44,197,606 99.9089 19,107 0.0432 21,200 0.0479

4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44,198,106 99.9100 18,607 0.0421 21,200 0.0479

5

《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相关情况的议案》

44,197,606 99.9089 19,107 0.0432 21,200 0.0479

6

《关于授权公司所属企业

2019年度拟提供担保及其额

度的框架议案》

44,197,606 99.9089 19,107 0.0432 21,200 0.0479

7

《关于公司本部及所属企业

2019年度委托中船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开展资金管理业务

的议案》

44,197,006 99.9075 19,707 0.0445 21,200 0.0480

8

《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4,197,606 99.9089 19,107 0.0432 21,200 0.04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表决议案均为“一般议案” ，需出席会议并有权行使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合法有效；其中第5、7项议案所涉事宜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颢律师、汪黛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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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临床试验申请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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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收到《受理通知书》（受理号：JXHL1900078国），其获许可

的Bremelanotide注射液（以下简称“该新药” ）用于治疗机能减退女性性欲障碍（HSDD）获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注册审评受理。

二、《受理通知书》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Bremelanotide注射液

受理号：JXHL1900078国

申请事项：进口（含港、澳、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批准

申请人：复星医药产业

结论：予以受理

三、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2017年9月，复星医药产业获Palatin� Technologies,� Inc.（以下简称“Palatin” ）关于该新药在区

域内（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下同）的独家商业化和非独家开发、制造等许可，

Palatin仍为该新药在区域内的权利人。 该新药为化学药品， 主要用于治疗机能减退女性性欲障碍

（HSDD）。

截至本公告日，Palatin的Bremelanotide尚处于美国上市注册申请阶段；于全球上市的与该新药相

同适应症的药品为氟班色林(FLIBANSERIN)、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尚无与该新药相同适应

症的药品上市。 根据IQVIA� MIDASTM最新数据（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

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2018年度，氟班色林于全球销售额约为348万美元。

截至2019年3月，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现阶段针对该新药累计研发投入为人民币

约3,350万元（未经审计；包括许可费）。

四、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该新药尚待（其中包括）（1）Palatin的Bremelanotide于美国获批上市，

及（2）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等，方可上市。 根据新药研发经

验，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例如I期、II期和/或III期（如适用）临床试验中均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

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新药研发及上市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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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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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味食品” ）股票价格于2019年4月17

日、4月1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19年4月17日、4月1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向公司董事会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

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目前，没有涉及天味食品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

等重大事项。 ”

3、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

或市场传闻。

4、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询证函之回函 编号：回字

2019-001

《关于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询证函》之回函

致：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贵司《关于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询证函》已收悉，先就公司询证事

项回复如下：

本人邓文作为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人

唐璐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

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注入等重大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