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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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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移远通信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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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19

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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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之全

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预计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总计不超过（含）人民币3亿元。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无

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发展需求，实现高效筹措资金，公司于 2019� 年9月5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公司2019年度预计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含）人民币3亿元的担保，期限为自2019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上述担保额度可在

各全资子公司之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在上述

担保额度内，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对外担保额度的前

提下，进一步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股东大会批准的范围内决定对外担保的方式、担

保额度等具体事项，并授权总经理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预计担保情况：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1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合肥移瑞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不超过20,000万元

2 上海移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5,000万元

3 合肥移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不超过5,000万元

上述全资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70%，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可预计的担保额度，公司可

对担保额度在全资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在上述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3亿元全部实施的情况下，预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65,529.90万元的45.78%。

公司将在后续实际发生对上述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事项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另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该担保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

见。 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合肥移瑞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移瑞” ）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天达路71号华亿科学园B2幢3层。

法定代表人：张栋。 经营范围：通信技术、电子科技、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电子产品、

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的销售；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进出口的除外）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合肥移瑞总资产9,725.86万元，负债3,651.7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1,950万元，流动负债3,651.73万元），净资产6,074.12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2,674.55

万元，净利润3,435.43万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9年6月30日，合肥移瑞总资产12,314.12万元，负债2,532.4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1,000.00万元，流动负债2,532.45万元），净资产9,781.67万元。 2019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11,154.97万元，净利润3,349.58万元。 （未经审计）

（二）上海移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远科技” ）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1016号5幢1层。 法定代表

人：钱鹏鹤。 经营范围：通信技术、电子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的

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应用软件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移远科技2019年4月开始经营，截至2019年6月30日，移远科技总资产827.26万元，负债

183.7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183.71万元），净资产643.55万元。 2019年4-6

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56.45万元。 （未经审计）

（三）合肥移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移远” ）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3335号中国 （合

肥）国际智能语音产业园A区1号中式楼13层。 法定代表人：张栋。 经营范围：通信技术、电子科

技、计算机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的生产和销

售；电子配件组装、生产和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肥移远于2019年6月设立，截至2019年6月30日，合肥移远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上述计划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提供的担

保额度。 上述担保尚需银行或相关机关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具体担保

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围内，以全资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考虑公司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合计不超过（含）3亿元的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担保相关情况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符合公司

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该议案涉及的担保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此项议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0元，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

期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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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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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9月16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236 移远通信 2019/9/6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钱鹏鹤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19年8月29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23.78%股份的股

东钱鹏鹤，在2019年9月5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钱鹏鹤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提请公司董事会将《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上述临时提案《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不需

要累积投票。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19年8月29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9年9月16日14�点 30分

召开地点：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1016号科技绿

洲3期（B区）5号楼）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9月16日

至2019年9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4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5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6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7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

8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9 关于增加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10 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第1-9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10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

和2019年9月6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予以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1-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6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4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8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9

关于增加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10 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300756

证券简称：中山金马 公告编号：

2019-090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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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5日收到一

笔政府补助款人民币124.7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获得补助

的主体

提供补助的

主体

补助项目 收款时间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依据

计入会计

科目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1 公司

中山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

2019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专项资金 （上市挂

牌融资奖补） 支持民营企

业上市融资专题奖补

2019年9月5

日

124.75

中工信

[2019]

441号

其他收益 与收益相关

注：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但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

业取得的、用于构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

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上述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2、补助的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上述政府与收益相关，公司将计

入其他收益，金额为人民币124.75万元，最终的会计处理仍须以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

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的取得， 预计对公司2019年度利润总额影响金额为人民币124.75万元，

最终结果以注册会计师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1）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部门的要求，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

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利用。

（2）因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注

册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3）因上述政府补助资金不具有持续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政府补助公示批文；

2、相关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381

证券简称：双箭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8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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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沈耿亮先生的通知，获

悉沈耿亮先生将其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手续， 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原质押到期日

延期后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沈耿亮 是

1,459

2017年9月4

日

2019年9月4

日

2020年9月3

日

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

16.94%

741

2018年9月4

日

2019年9月4

日

2020年9月3

日

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

8.61%

合 计 - 2,200 - - - - 25.55%

注：2017年9月4日，沈耿亮先生将其所持有的1,459万股公司股份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进

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质押到期日为2018年9月4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6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

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 2018年9月4日，沈耿亮先生对该笔股份质押进行了延期

购回，并补充质押了公司股份741万股，质押到期日为2019年9月4日（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6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

分股份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

本次办理的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股份质押。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耿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6,110,2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10%，本次股

份质押后其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为41,2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1%，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47.86%。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30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刘建明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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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9月5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刘建

明女士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刘建明女士于2019年7月8日至9月5日，通过大宗交易和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84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6%，本次权益变动后，刘建明女士

持有公司股份16,547,5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8%，成为公司持股5%以下的股东。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刘建明 大宗交易 2019年7月8日 6.1500 550,000 0.17%

刘建明 大宗交易 2019年7月10日 6.1000 400,000 0.12%

刘建明 大宗交易 2019年7月15日 6.1000 370,000 0.11%

刘建明 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9月5日 6.6100 525,800 0.16%

合计 6.2598 1,845,800 0.56%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刘建明

合计持有股份 18,393,303 5.56% 16,547,503 4.999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393,303 5.56% 16,547,503 4.9999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刘建明女士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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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3、信息披露人身份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股票代码：

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2019-029

债券代码：

143500

债券简称：

18

公用

01

债券代码：

143740

债券简称：

18

公用

03

债券代码：

143743

债券简称：

18

公用

04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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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本公司、公司：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汇彩基金：大成汇彩（深圳）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信汇业:北京联信汇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赪投资:上海天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份额转让协议：《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联信汇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之大成汇彩（深圳）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上海天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大成汇彩（深圳）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

议》

·合伙协议：《大成汇彩（深圳）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大成汇彩（深圳）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到主管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 2019年9月5日，本公司与联信汇业、天赪投资在上海签署《份额转让协议》、《合伙协

议》， 本公司以人民币900万元受让联信汇业在大成汇彩基金的全部认缴出资额3,000万元及其所

占全部财产份额；人民币1,040万受让天赪投资在大成汇彩基金的部分认缴出资额2,000万元及其

所占部分财产份额的方式入伙大成汇彩基金，成为大成汇彩基金新的有限合伙人，占首期募集规模

的50%。 本次投资是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要求， 借助投资平台的专业优势提升公司的投资盈利能

力，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二）公司已于2019�年6月10日经董事长、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大成汇彩（深圳）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次交易也不

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联信汇业的基本情况：

1、北京联信汇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0108018285754

法定代表人：郑磊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46号海玉商贸大楼六层6705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家庭劳务服务；经济

贸易咨询。

2、联信汇业最近三年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通过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活

动，获得投资收益。

3、联信汇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4、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币种 ：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00

负债总额 2,042

净资产 558

项目 2018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0

（二）天赪投资的基本情况：

1、上海天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X4KF7T

法定代表人：杨国珏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支路58号A1-4337室（上海横泰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资产管理

2、天赪投资最近三年主要以股权投资为主业、存量资产处置为辅，专业化增值顾问服务为特色

的“一专多能” 经营模式。

3、天赪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4、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币种 ：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34.68

负债总额 8,245.81

净资产 1,388.88

项目 2018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53.30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大成汇彩基金基本情况

项目 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汇彩（深圳）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L2387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基金成立日期 2016/6/15

基金到期日期 2046/7/13

认缴金额 10,000.00

已实缴金额 4,540.00

投资者数量 2

（二）普通合伙人

大成汇彩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天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普通合伙人名称 上海天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JX4KF7T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富民支路58号A1-4337室（上海横泰经济开发区）

成立时间 2016年1月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资产管理

（三）有限合伙人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名称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08778G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518号

成立时间 1992年1月

经营范围

城市燃气管网、清洁能源、供水厂、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的建设、经营及相关实业投资，国

内商业（除专项审批规定），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及相关业务咨询，附设分支机构（涉及许可

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四）大成汇彩基金规模及投资人出资情况

根据《合伙协议》，大成汇彩基金总规模不超过6亿，不低于1亿元，本次募集规模为1亿元。大成

汇彩基金合伙协议签署且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各投资方的认缴出资金额及投资比例情况如下：

币种 ：人民币 单位：万元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1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LP） 境内法人机构（公司等） 5,000.00 1940.00

2 上海天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GP） 本产品管理人跟投 5,000.00 2,600.00

合计 - 10,000.00 4,540.00

天赪投资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合伙企业债

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的管理或其他事务，并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

有限责任。

各合伙人用于对大成汇彩基金出资的资金均为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五）大成汇彩基金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币种 ：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71.56 4,693.56

负债总额 440 540

净资产 2,731.56 4,153.56

项目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2019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0.65 49.67

净利润 -99.38 -50.34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伙企业目的

合伙企业的目的是，根据《合伙协议》约定从事股权投资业务，为合伙人获取投资回报。

（二）基金期限

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为30年，自营业执照核发之日起算。合伙企业的运作期自首次交割日起持

续至满五年之日。 合伙企业的运作期包括投资期和回收期，若回收期延长的，合伙企业的运作期相

应顺延。“投资期” 为自首次交割日起满3年之日，投资期结束后合伙企业的剩余存续期间为“回收

期” 。 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执行事务合伙人可独立决定将合伙企业的回收期延长不超过2年。

合伙企业的以上各项期限均可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作出缩短或延长的调整， 但是执行事务合伙人

决定该等调整均应当经过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三）出资缴付期限

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应当自首次交割日起3年内，按照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时发出的缴付出资

通知的要求分3期缴付完毕，每期出资安排如下：

各合伙人首期实缴出资不低于其认缴出资额的30%（以首期缴付出资通知注明的金额为准），

各合伙人应在首次交割日之前根据执行事务合伙人发出的缴付出资通知缴付；

首期实缴出资后，各合伙人应分2次根据执行事务合伙人发出的缴付出资通知及时缴付后续出

资（即该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扣除首期实缴出资的金额）。 其中，第2次应当缴纳其认缴出资额的

40%，第3次应当缴纳其认缴出资额的30%。

（四）投资范围

合伙企业的投资范围限于对高成长的优质企业和项目进行股权投资，为合伙人获取投资回报。

投资限制：合伙企业不得在二级市场上买卖上市股票；但出售投资组合公司股票及对上市公司股权

的战略投资（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的私有化）不在此限；未经投资决策委员会一致同意，合伙企

业对单一项目投资的累计投资金额不得超过合伙企业最后一次交割后总认缴出资额的25%。

（五）管理费

投资期内，合伙企业每年应支付的管理费为合伙企业的总认缴出资额的2%。 管理费由合伙企

业分期支付，每半年向普通合伙人支付一次。

（六）收益分配

合伙企业投资的单个项目在投资期内实现退出的，除非投资决策委员会另行决议外，合伙企业

应当以投资退出后收到的投资收入，在扣除相关税费、合伙费用（不含业绩报酬）（简称“可分配收

益” ），按照如下方式与顺序向全体合伙人进行投资期收益分配：

单个项目的年化收益率（单利）不超过8%的，不提取业绩报酬，该项目的可分配收益按照各合

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向各合伙人分配；

单个项目的年化收益率（单利）超过8%的，按照协议内约定公式提取业绩报酬后，可分配收益

扣除业绩报酬后的剩余部分按照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向各合伙人分配。

（七）退伙

除非依据本协议约定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从而退出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无权要求退伙或

提前收回出资。

除非根据协议约定将其合伙权益全部转让给继任的普通合伙人， 在合伙企业按照本协议约定

解散或清算之前，普通合伙人始终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职责；在合伙企业解散或清算之前，不要求退

伙；其自身亦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主动解散或终止。

（八）投资决策委员会

合伙企业应在首次交割日起30日内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机构，成

员为5名，职能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决定本合伙企业的项目投资和退出决策；决定超过投资金额

限制的投资事项；决定对投资标的公司派驻人员（若需要），包括决定派驻董事、监事、财务总监及

其他需派驻的人员； 委派普通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与投资标的公司的原有股东和管理层进行标的

公司章程、财务制度等事项的修改工作（若有）并审议批准；批准举借融资性债务或为投资组合公

司提供担保事项；批准预计超过合伙企业收到相关款项之日起15个工作日分配可分配现金的事项；

讨论非现金分配的专业评估机构的聘用事项。

对于本协议约定应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同意的事项，未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同意，执行事务合伙人

不得从事。尽管有前述约定，投资决策委员会及其成员在任何意义上均不应被视为参与合伙事务的

管理及执行， 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以合伙企业之名义开展活动或进行可能对合伙企业构成约束

力的行为。

（九）合伙企业的解散和清算

当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发生时，合伙企业应被解散并清算：合伙人经特别同意决定合伙企业提前

解散；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届满；合伙企业的投资全部变现、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合伙企业解散；全

体普通合伙人根据本协议约定退伙或被除名，且合伙企业没有接纳新的普通合伙人；合伙企业被吊

销营业执照；出现《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其他解散原因。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指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担任清算人。所有合伙企业未变现的资产由

清算人负责管理。

合伙企业期限届满或终止清算时，合伙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合伙企业债

务后剩余的可分配部分，按照《合伙协议》第八条约定的原则进行分配。 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

合伙债务的，由普通合伙人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大成汇彩基金将重点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应用、科创企业等方面加强投入，并为本公

司在长三角区域内寻找智慧城市管理项目，提供并购方面的服务。 本公司入伙大成汇彩基金,通过

借助投资平台的专业能力，提升本公司的投资盈利能力，通过发挥合作伙伴在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

提升本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大成汇彩基金具有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相关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

回收期。 此外，投资过程中也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合伙企业的经营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

因而客观上存在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及时了解大成汇彩基金的运作情况，督促防范投

资风险，保证公司投资安全性，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6日

·备查文件

（一）《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联信汇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之大成汇彩（深圳）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上海大众公用事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天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大成汇彩（深圳）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份额转让协议》、《大成汇彩（深圳）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二）董事长、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

（三）大成汇彩基金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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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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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基本情况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升达林业” ）于2019年8月6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和新增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7），披露了

原告姜兰等23位原公司员工诉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

二、案件进展情况

在此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姜兰等23位原公司员工中，有一人撤诉，两人尚未调解完

毕。 现经审理，根据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9）川0104民初

7732、7735、7737、7741-7742、7744、7746-7747、7749、7751、7753、7756-7759、7770、

7773、8209、8363、8646号】，双方自愿主要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升达林业与原告姜兰等20人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5月31日解除，被告升

达林业于2019年9月1日前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二、被告升达林业向原告

姜兰等20人支付总计296.42万元；三、若被告升达林业逾期支付上述款项，则被告还需另向

原告支付总计118.77万元，并有权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四、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劳

动关系权利义务一次性终结；五、原告、被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六、案件受理费10元，

双方各负担5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姜兰等20人诉升达林业劳动合同纠纷一案现已调解完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目前尚不能准确判断，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实际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四、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未发现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

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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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董事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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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

份预披露公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袁美荣先生计划从2019年8月28日至2020年2月27日期

间（窗口期不得减持）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5%）。

近日，公司收到袁美荣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获悉其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已实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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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应当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的二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减持情况

1、董事减持股份情况

董事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袁美荣 竞价交易

2019.9.4 17.32 60,000 0.0030

2019.8.29 16.77 40,000 0.0020

合计 - 100,000 0.0050

2、董事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董事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袁美荣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01,780 0.0051% 1,780 0.0001%

有限售条件股

份

305,340 0.0154% 305,340 0.0154%

合计 407,120 0.0205% 307,120 0.0155%

袁美荣先生所减持的股票来源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买入。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董事、高管袁美荣先生本次减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股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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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公司董事、高管袁美荣先生严格遵守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公告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袁美荣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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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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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流

动性较高的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购买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本次投资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年内有效， 在投资期限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详见公司于

2019年3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2019-010号《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

近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签订了结构性存款业务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及协议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91天；

2.产品代码：2699190982；

3.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

4.�产品起息日及到期日：2019年9月4日至2019年12月4日；

5.�产品收益率：3.80%� (年化)；

6.�认购金额：9,000万元人民币；

7.�资金来源：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1、前期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单位：万元

合作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产品收益率

认购金

额

实际收

回本金

实际获得

收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8年6月1日 2018年11月29日 4.75%(年化) 5,000 5,000 118.4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8年6月13日 2018年9月11日 4.20%(年化) 4,000 4,000 41.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遵义分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年6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 3.90%(年化) 3,700 3,700 36.3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8年7月17日 2018年10月15日 4.20%(年化) 3,000 3,000 31.5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8年8月3日 2018年12月30日 4.55%(年化) 5,000 5,000 93.4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遵义分行

期限结构型 2018年8月7日 2018年11月7日 3.90%(年化) 9,000 9,000 88.4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8年9月14日 2018年12月22日 3.70%(年化) 4,000 4,000 40.7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遵义分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18年9月21日 2018年12月21日 3.728%(年化) 3,700 3,700 34.3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8年10月17日 2019年1月15日 3.50%(年化) 1,000 1,000 8.7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8年10月17日 2019年4月16日 4.30%(年化) 2,000 2,000 43.0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遵义分行

期限结构型 2018年11月8日 2019年2月18日 3.90%(年化) 9,000 9,000 98.0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8年12月3日 2019年6月2日 4.30%(年化) 2,000 2,000 42.8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8年12月4日 2019年6月3日 4.30%(年化) 2,000 2,000 42.8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8年12月5日 2019年6月4日 4.30%(年化) 1,000 1,000 21.4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8年12月25日 2019年6月24日 4.15%(年化) 2,000 2,000 41.3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8年12月26日 2019年6月25日 4.15%(年化) 2,000 2,000 41.3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9年1月3日 2019年7月3日 4.15%(年化) 2,000 2,000 41.3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9年1月4日 2019年7月4日 4.15%(年化) 2,000 2,000 41.3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遵义分行

保证收益型 2019年1月8日 2019年4月9日 3.80%(年化) 5,000 5,000 47.3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9年1月21日 2019年7月21日 4.15%(年化) 1,000 1,000 20.6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遵义分行

期限结构型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5月27日 3.90%(年化) 9,000 9,000 87.5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9年4月18日 2019年10月16日 3.60%(年化) 2,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遵义分行

保证收益型 2019年4月17日 2019年7月18日 3.34%(年化) 5,000 5,000 42.0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遵义分行

期限结构型 2019年6月3日 2019年9月2日 3.85%(年化) 9,000 9,000 86.3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9年6月6日 2019年12月4日 3.60%(年化) 2,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9年6月10日 2019年12月8日 3.60%(年化) 2,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9年6月11日 2019年12月9日 3.60%(年化) 1,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9年6月26日 2019年12月24日 3.60%(年化) 2,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9年6月27日 2019年12月25日 3.60%(年化) 2,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9年7月11日 2020年1月8日 3.50%(年化) 4,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遵义分行

保证收益型 2019年7月23日 2019年10月23日 3.70%(年化) 5,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 2019年7月29日 2020年1月26日 3.30%(年化) 1,000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3.00亿元购买理财产品。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仅购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短期（不超过1年）的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

财产品。风险可控。在投资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跟踪资金的运作

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

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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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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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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8 2100 13832 27891 -50.41% 2159 1688 14475

2747

0

-47.31%

重型半挂牵引车 3549 3537 31544 33780 -6.62% 4109 3985 31873

3248

3

-1.88%

重型非完整车辆 717 1740 11848 17315 -31.57% 380 1475 10070

1872

1

-46.21%

中型货车 2703 863 19914 6545 204.26% 2313 315 19487 8081 141.15%

中型非完整车辆 335 42 1296 443 192.55% 292 39 1498 472 217.37%

中重型货车小计 8842 8282 78434 85974 -8.77% 9253 7502 77403

8722

7

-11.26%

其中欧曼产品 5922 7401 57927 72937 -20.58% 6672 7176 56513

7242

1

-21.97%

轻型货车 25226 24033

23069

9

20907

3

10.34% 25072 24907

23152

7

2105

30

9.97%

微型货车 98 137 4235 5751 -26.36% 102 124 4665 5865 -20.46%

客

车

大型客车 60 164 3496 1362 156.68% 158 172 3045 1425 113.68%

大型客车非完整车辆 0 0 5 6 -16.67% 0 0 5 11 -54.55%

中型客车 104 132 673 1101 -38.87% 100 54 618 1186 -47.89%

大中型客车小计 164 296 4174 2469 69.06% 258 226 3668 2622 39.89%

轻型客车 2199 3190 20690 21840 -5.27% 2275 2702 19951

2143

8

-6.94%

乘用车

多功能乘用车 966 704 6660 11815 -43.63% 926 374 5880

1291

3

-54.46%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28 98 323 862 -62.53% 20 27 124 533 -76.74%

交叉型乘用车 273 310 2033 1396 45.63% 223 317 1506 1401 7.49%

合计 37796 37050

34724

8

33918

0

2.38% 38129 36179

34472

4

3425

29

0.64%

其中新能源汽车 99 84 3737 1652 126.21% 87 83 3174 1664 90.75%

发

动

机

产

品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14582 17673

14265

7

16082

9

-11.30% 14544 20368

14714

7

1666

48

-11.70%

柴油发动机 3856 2550 29483 30456 -3.19% 5620 2926 31473

2995

0

5.09%

汽油发动机 1810 3382 27632 32743 -15.61% 2102 3805 27297

3378

5

-19.20%

合计 20248 23605

19977

2

22402

8

-10.83% 22266 27099

20591

7

2303

83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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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因公司已于2019年1月完成北京宝沃

67%股权转让，所以自2019年1月起，公司产销快报中今年与去年均不再包含北京宝沃的

产销量。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