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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55

债券简称：骆驼转债 债券代码：

113012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

2019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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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鹏元评估公司” ）对本公司发行的2017年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骆驼转债”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

级。

鹏元评估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可转换

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维持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维持本公司发行的“骆驼转债” 信用等级

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鹏元评估公司出具的《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可转换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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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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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临时)于2019年6月10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6

月4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微信等方式送达。 本届董事会共有9名董事，应参加会议的董事9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9名。公司3名监事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就以下事项决

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大股东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黄培钊、林维声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内

容详见2019年6月1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向大股东申请

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内容详见2019年6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二、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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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19-36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向大股东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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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更好的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拟向第一大股东黄培钊先生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的借款额度，该借款额度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可在规定期限内根据实际需要申请使

用，单笔借款期限自提款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借款金额在总额度内可于有效期内循环使

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负责实施本次交易事项。截至披露日前，黄培钊先生的公司

股份为257,927,8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8%。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同时，关联董事黄培钊先

生、林维声先生关于此项议案需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需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该关联

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黄培钊先生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总裁职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黄培钊先生持有公司

257,927,8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8%，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故本次借款构成

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事项：向第一大股东黄培钊先生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的借款额度；

2、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借款金额在总额度内可于有效期内循环使

用；

3、借款期限：借款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可

在规定期限内根据实际需要提取和使用上述借款，单笔借款期限自提款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4、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按实际借款额和用款天数计算利息；

5、借款用途：支持公司业务发展，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6、其他具体内容以正式借款协议文本为准，公司可根据自身资金情况提前还款。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控股股东黄培钊先生借款额度为人民币20，000万元， 该额度

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根据自身资金使用需

求确定每笔借款额度和使用期限（具体以实际签署协议为准），借款利率为不高于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 在有效期内，额度可循环使用。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测算，该交易事项预计需

向公司控股股东黄培钊先生支付利息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控股股东黄培钊先生借款系为满足公司资金的需求， 能够拓宽公司的融资渠

道，有利于公司发展，属于合理的交易行为，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去黄培钊先生在公司担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领取的相关薪酬以外，2019年年

初至披露日，公司与黄培钊先生总累计发生0万元关联交易金额。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承担的融资成本符合市场利率标准， 利息费用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要求，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本次交易的

借款利率参照银行等金融机构不高于同期贷款利率水平确定，公司承担的融资成本符合市

场利率标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

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

意见。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780

证券简称：德恩精工 公告编号：

2019-007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变更召开

时间、网络投票时间的提示性公告暨股东

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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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平台披露了 《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05）。 为方便广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现根据相关规范与指引，将会议召开时

间、网络投票时间等事项作如下变更及更正：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变更为：2019年6月24日下午14: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变更为：2019年6月23日-2019年6月2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3日下午15：00至2019年6

月24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经查，公司于2019年6月7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

告》之“7、会议出席对象” 中部分内容出现笔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19年6月2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

格式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更正后：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19年6月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

格式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除以上会议召开时间、网络投票时间变更及“7、会议出席对象” 中更正内容外，会议的

其他事项均不变。

现将变更后的会议有关事项向全体股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6月24日下午14: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6月23日-2019年6月2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3日下午15：00至2019年6

月24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上午9：30-11：

30，下午 13：00-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也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是2019年6月19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19年6月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

格式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竹艺大道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下：

序号 议案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3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2、上述议案已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并且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刊登的相关公告及文件。上述第1项、第2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票的2/3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3.00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登记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

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

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股票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仔细填

写《股东登记表》（见附件3），在2019年6月20日17:00前送达公司证券部，来函信封请注

明“股东大会”字样，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6月20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

3、登记地点：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竹艺大道8号公司证券部。

4、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召开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

带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5、其它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谢龙德；

电话号码：028-38858588； 传真号码：028-38858588；

电子邮箱：zhengquanbu@cpt-world.com；

邮编：620460

联系地址：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竹艺大道8号公司证券部

（2）本次会议期限预计半天，现场会议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

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七、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3、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5780” ，投票简称为“德恩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6月24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

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单位作为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

本人/本单位出席2019年6月24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依照以下指示对

会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及签署相关文件。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以投

票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3.00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说明：

1.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上表格式列示）；没有明确投票指

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2.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3.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4.授权委托书中对非累积投票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表决意见栏内以“√” 填

写“同意” 、“反对”或“弃权” ，三者只能选择其一，多选或未选的，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

权委托无效； 对于累积投票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表决意见栏内填报选举票数，如

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年月日

受托人姓名（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附件3：

四川德恩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

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

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字体填写完整的股东名称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

点，并注明所需的时间。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

本公司不能保证本参会股东登记表上表明发言意向及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发言。

3.�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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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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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6月10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6月6日以电话、电子邮

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至各位董事及参会人员。公司董事罗瑞发、杨成、王明宽、郑映虹、黄然

婷、于海洋，独立董事关志超、向吉英、许岳明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罗瑞发先生召集并主

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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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

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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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审计及预算审核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计及预算审核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改后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补选董事王明宽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发展及投资审查委员会委员，任期至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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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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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9年6月6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2019年6月1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海荣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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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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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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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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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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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9）。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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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溢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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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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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溢科技” ）于2019年6月10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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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399]号文）的核准，公司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2,952万股， 每股面值1元，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80元， 共计募集资金总额64,

353.6万元，减除发行费用8,905.12万元（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5,448.48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7年5月8日

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3-42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概况

根据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金溢科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投资项

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佛山智能交通射频识别与电子支付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30,630.96 28,680.96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6,027.63 16,027.63

3 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5,698.01 5,698.01

4 补充运营资金 5,041.88 5,041.88

合计 57,398.48 55,448.48

其中，佛山智能交通射频识别与电子支付产品生产基地项目由金溢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佛山金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金溢” ）具体负责项目实施，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

以募集资金向佛山金溢增资，开展项目建设。 其余各募集资金项目由公司实施。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闲置原因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4月30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

入金额

1 佛山智能交通射频识别与电子支付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28,680.96 5,241.03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6,027.63 10,525.24

3 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5,698.01 2,248.05

4 补充运营资金 5,041.88 5,041.88

合计 55,448.48 23,056.20

（二）募集资金闲置原因

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佛山金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由于项目的实际需

求，需要分期逐步投入募集资金，存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四、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情况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预计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将增加，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总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同期银行一年贷款基准

利率4.35%来计算，预计将节约财务费用108.75万元。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公司在本次补充流动资

金到期日之前，将及时归还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

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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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做好

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在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

届满之前，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建设需要，实际投资进度

超出预期，公司将随时使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提前归还，以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关志超、向吉英、许岳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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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

（2）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

司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

（3）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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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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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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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0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103)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6月06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6月12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3046�

20.4003�

29.8355�

14.9216�

10.8526�

12.7566�

10.9417�

12.4819�

9.5360�

5.3007�

10.2691�

10.3174�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 10 时至 6 月 28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拍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对

以下标的物按现状进行第二次网络司法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迁西县燕东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0

万股的股权。

二、拍卖形式：整体拍卖，拍卖保留价：10880 万元，竞买保证金：1000 万元，

增价幅度：20 万元。

三、竞买人须在竞价程序结束前报名并登陆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拍卖平台，

报名前需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请交至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结算账户，以

到账时间为准，结算账户名称：重庆联付通网络结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客户备付

金。 竞买保证金不计利息。

未尽事宜及详情请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河北产权网查询。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 0311-66635124、18533195923

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电话：17733787678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电话：0311-66707509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年 6 月 11日

债权申报公告

因本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决定进行债务清理。 请

与本集团下属企业有债权关系（含借款、担保等）的各

债权人于本公告首次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集团申报

有关债权。 申报债权时请提交全部债权证明资料（合同

文件、付款记录、结算单据等）。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

自动放弃对本集团的债权。

特此公告！

本集团下属企业名单：重庆英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重庆鲁祖庙置业有限公司、重庆英利七牌坊置业有

限公司、英利商业地产管理（重庆）有限公司、重庆雄狮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凯怡昱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重庆英利广晟五金机电市场开发有限公

司、 重庆三亚湾水产品综合交易市场开发有限公司、重

庆英利卓越购物广场有限公司、重庆英利购物广场管理

有限公司

申报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3527351397

Ying� Li�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Limited

英利国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4日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

，

４３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９１６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

称为“国茂股份”，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９１５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３５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８

，

４３８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５

，

９０６．６０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３１．４０

万股，为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４３．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７

，

５９４．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６０２２０６５％

。

本次网上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

Ｔ＋２

日）完成。 本公告一

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

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上网下缴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一）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７５

，

６１９

，

５４８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８２

，

６６２

，

３２１．８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２２

，

４５２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

，

３３７

，

３７８．２０

（二）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经核查确认，

２

，

６１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２６３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

行公告》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

购款。 另有

４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份数量

３

，

９２８

股为

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４０

，

６５４．８０

元；有

１

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其未缴足资金部分对应的股份数量

８８４

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

９

，

１４９．４０

元。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４３３

，

１８８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８７

，

２８３

，

４９５．８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

，

８１２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４９

，

８０４．２０

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量（股） 应缴款金额（元）

１

林道藩 林道藩

９８２ １０

，

１６３．７０

２

方汉林 方汉林

９８２ １０

，

１６３．７０

３

彭玉香 彭玉香

９８２ １０

，

１６３．７０

４

杨蕾 杨蕾

９８２ １０

，

１６３．７０

未按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

名称

初步获配数

量（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金

额（元）

实际配售

数量（股）

实际配售

金额（元）

放弃认购

数量（股）

１

黄铭真 黄铭真

９８２ １０

，

１６３．７０ １

，

０１６．３７ ９８ １

，

０１４．３０ ８８４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２７

，

２６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３

，

３８７

，

１８２．４０

元，

包销比例为

０．３９％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新股认购资

金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

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地址：上海市东园路

１８

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１０

楼

发行人：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胜微”、“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９３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

称为“卓胜微”，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７８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综

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５．２９

元

／

股，发行数

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５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 （主承销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２

，

４１２

，

５２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９０

，

９３８

，

１４８．４１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８７

，

４７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

，

０８６

，

８５１．５９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４９６

，

３１６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８８

，

０９４

，

９９１．６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

，

６８４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３０

，

００８．３６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数量（股） 应缴金额（元）

１

陈迪清 陈迪清

２６８ ９

，

４５７．７２

２

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８ １１

，

２２２．２２

３

葛晓阁 葛晓阁

２６８ ９

，

４５７．７２

４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１８ １１

，

２２２．２２

５

黄晓娴 黄晓娴

２６８ ９

，

４５７．７２

６

蒋学明 蒋学明

２６８ ９

，

４５７．７２

７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３１８ １１

，

２２２．２２

８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８ １１

，

２２２．２２

９

宋正兴 宋正兴

２６８ ９

，

４５７．７２

１０

孙蕾 孙蕾

２６８ ９

，

４５７．７２

１１

王念强 王念强

２６８ ９

，

４５７．７２

１２

张志清 张志清

２６８ ９

，

４５７．７２

１３

赵满堂 赵满堂

２６８ ９

，

４５７．７２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９１

，

１５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３

，

２１６

，

８５９．９５

元，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３６％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５３５３０５２

咨询邮箱：

ＥＣＭ＿ＩＰＯ＠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