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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97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83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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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情况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在任一时点最高额度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22,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此议案于

2019年6月17日在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详见2019年6月18日刊登在指定媒体和巨潮资

讯网上的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49）。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2019年7月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200万元购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

赢利率结构27538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7月11日刊登在指定媒体和巨潮资

讯网的《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6）。

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回本金5,200万元，获得理财投资收益561,172.60元。

二、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购买1,160万元理

财产品，相关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3个月（汇率挂钩看涨）

2、产品期限：91天

3、预期年化收益率：3.55%-3.65%

4、产品收益计算日：2019年10月18日

5、产品到期日：2020年01月17日

6、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1,160万元

7、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8、公司与交通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公司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政策风险：本产品项下的挂钩标的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

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流程的正常进行。

2、流动性风险：除产品协议另有约定，投资期限内客户无提前终止权，如果客户产生流动性需求，可

能面临理财产品不能随时变现、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不匹配的流动性风险。

3、信息传递风险：客户需要通过登录银行门户网站（www.bankcomm.com，下同）或到银行营业

网点查询等方式，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 客户应根据本产品协议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产

品的相关信息。 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

理财产品信息，并影响客户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双方在补充协议/补充

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4、 最差可能情况： 客户投资本产品可以获得银行提供的本金完全保证， 若汇率观察日EUR/USD

（欧元/美元，下同）汇率定盘价不高于收益起算日 (产品成立且成功扣划客户认购资金的，以产品成立

日作为收益起算日，下同)� EUR/USD汇率初始价800BP，则整个存续期客户获得的年化收益率为低档收

益率，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客户应得收益。

5、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不可抗力及/或国家政策变化、IT系统故障、通讯系统故障、电力

系统故障、金融危机、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非银行所能控制的原因，可能对产品的产品成立、投资运作、

资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造成影响，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 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

的损失，客户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责任，双方在补充协议/补充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述约

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因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导致银行无法继续履行

产品协议的，银行有权提前解除产品协议，并将发生不可抗力及/或意外事件后剩余的客户产品资金划

付至客户结算账户。

（二）投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公司委托理财的进展情况、盈亏情况、风险控制情况和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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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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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通过适度理财，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

资回报。

三、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签约方 产品名称

资金

来源

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

是否赎

回

投资

收益（元）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公

18JG2078期

募集资

金

2,000

2018年

10月17日

2019年

1月16日

是 185,000

建设银

行

“乾元-众享” 保本型人民

币理财产品2018年第204

期

募集资

金

2,500

2018年

10月24日

2019年

4月11日

是 381,986.30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18JG2199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3,700

2018年

10月26日

2019年

1月25日

是 333,000

光大银

行

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2,000

2018年

11月14日

2019年

2月14日

是 0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18JG2548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4,000

2018年

11月30日

2019年

03月01日

是 379,166.67

交通银

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90天

募集资

金

2,100

2018年

12月7日

2019年

03月07日

是 207,123.29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18JG�2599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1,000

2018年

12月07日

2019年

03月08日

是 94,791.67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18JG�2796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1,100

2018年

12月28日

2019年

03月28日

是 115,500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19JG0254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2,000

2019年

01月18日

2019年

04月18日

是 217,500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19JG0422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3,800

2019年02月01

日

2019年04月30

日

是 371,080.56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19JG0675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4,000

2019年03月08

日

2019年06月10

日

是 398,666.67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19JG0735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1,000

2019年03月15

日

2019年06月13

日

是 96,416.67

中信银

行

共赢利率结构25225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募集资

金

2,700

2019年03月22

日

2019年07月03

日

是 285,719.18

中信银

行

共赢利率结构25327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募集资

金

1,000

2019年03月29

日

2019年07月10

日

是 105,821.92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19JG0911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3,000

2019年04月04

日

2019年07月04

日

是 288,750.00

建设银

行

“乾元-众享” 保本型人民

币理财产品2019年第80

期

募集资

金

2,500

2019年04月18

日

2019年07月22

日

是 185,445.21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JG1002期人

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90

天)

募集资

金

5,800

2019年05月08

日

2019年08月06

日

是 566,386.11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19JG1575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

金

5,000

2019年06月20

日

2019年12月19

日

否 ———

中信银

行

共赢利率结构27538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募集资

金

5,200

2019年07月08

日

2019年10月17

日

是 561,172.60

中信银

行

共赢利率结构27674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募集资

金

2,300

2019年07月11

日

2019年10月10

日

是 220,768.49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JG1002期人

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

天）

募集资

金

2,500

2019年07月26

日

2019年10月24

日

否 ———

浦发银

行

利多多公司JG1002期人

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

天）

募集资

金

6,000

2019年08月08

日

2019年11月06

日

否 ———

截至本公告日， 前十二个公司累计已赎回到期的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金额为49,

400.00万元，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总金额16,960.00万元。 未超过股东大会对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批准投资额度。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9-044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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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2019）晋 01� 民初字第836号、（2019）

晋 01�民初字第948号、（2019）晋 01�民初字第954号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当事人

原告：周悦、安政、王凯。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周悦、安政、王凯3人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69,842.39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及与本案有关的全部费用。

3、事实与理由

原告认为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投资损失, 原告购买股票的时间在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

以后,至揭露日之前。 依据《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

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之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和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尚不确定。 公司将根

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 01� 民初字第836号、（2019）晋 01� 民初字第948号、（2019）

晋 01�民初字第954号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9-045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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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8）晋01民初387号、（2019）晋01民初32号、39号、

234号、364号、369号、529号、670号、673号《民事判决书》；（2018）晋01民初1204号、（2018）晋01民

初1205号、（2019）晋01民初665号《民事裁定书》。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自2018年9月22日至今多次发布了关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详情请见：公司自2018年9月22日至今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 公 告 编 号 ：2018-097、2018-102、2018-114、2018-120、2019-02、2019-09、2019-019、

2019-021、2019-023、2019-028、2019-029、2019-030、2019-030、2019-038 号 、2019-039 号 、

2019-041号、2019-042号、2019-044号）。

三、判决及裁定情况

1、关于（2018）晋01民初38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2,581.94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德文投

资损失人民币4,516.2元；驳回原告张德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2、关于（2019）晋01民初3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24,35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俞蒋芳投

资损失人民币44,870.4元；驳回原告俞蒋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3、关于（2019）晋01民初3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6,334.57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贾春投资

损失人民币7,266.8元；驳回原告贾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4、关于（2019）晋01民初23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075,598.94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菊芳投

资损失人民币1,863,578.12元；驳回原告杨菊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5、关于（2019）晋01民初36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50,636元。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雷羽投资

损失人民币30,127.2元；驳回原告雷羽的其他诉讼请求。

6、关于（2019）晋01民初36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66,411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荣投资

损失人民币13,282.2元；驳回原告李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7、关于（2019）晋01民初52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72,447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涂敏投资

损失人民币14,148.6元；驳回原告涂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8、关于（2019）晋01民初67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8,277.5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军华投

资损失人民币1,655.5元。

9、关于（2019）晋01民初67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9,251.15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新明投

资损失人民币7,850.23元。

10、关于（2018）晋01民初1204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书主要内容：原告郭飞与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太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2018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2019年9月9日原告向法院提出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并申请撤回诉讼。

法院认为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及撤诉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原告郭飞撤诉。

11、关于（2018）晋01民初1205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书主要内容：原告张璐与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太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2018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2019年9月9日原告向法院提出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并申请撤回诉讼。

法院认为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及撤诉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原告张璐撤诉。

12、关于（2019）晋01民初665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书主要内容：原告武江鹏与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太原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2019年7月11日立案，审理中原告武江鹏变更诉讼请求赔偿金额，并于2019年8月22日向法院

提交撤诉申请。 法院认为原告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原告武江鹏撤诉。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之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共收到部分股民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112起，法院下达一审判决

书64份（涉及公司赔偿金额共计4,716,564.19元）、民事裁定书3份。

针对一审判决，公司将向法院提起上诉。 因此，上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

六、备查文件

（2018）晋01民初387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32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39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234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364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369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529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670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673号《民事判决书》；

（2018）晋01民初1204号《民事裁定书》；

（2018）晋01民初1205号《民事裁定书》；

（2019）晋01民初665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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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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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10月

16�日上午在公司七楼小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书

面形式送达了本次会议的通知及文件。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 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王跃荣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向龙岩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拆借流动资金叁亿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关联董事王跃荣先生、陈海宁女士回避表决。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0月1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龙岩交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拆借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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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龙岩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拆借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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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龙洲股份” 或“上市公司” ）拟向龙岩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交发集团” ）申请拆借流动资金人民币30,000万元，借款年利率6.10%，借款期限为一

年，由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兆华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40%股权为该笔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将

与交发集团签署借款协议。

交发集团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向公司提供借款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人

关联交易

事项

金额

（万元）

年利率

（%）

借款期限

（天）

利息

（万元）

备注

1

交发

集团

向关联人拆

借资金

15,000 6.10% 180 457.50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批准

2 5,000 6.10% 131 110.97

3 10,000 5.85% 365 593.13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批准

4 10,000 5.85% 365 593.13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批准

5 30,000 6.10% 365 1,855.42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合计 -- 3,610.15

2、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交发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龙岩交通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下称“交通国投” ）的母公

司，交发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

规定，交发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向交发集团拆借资金构成关联交易。

3、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

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龙岩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拆借流动资金叁亿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

事长王跃荣先生、董事陈海宁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交通国投推荐至公司董事，交通国投为交发集团全资

子公司，因此，董事长王跃荣先生、董事陈海宁女士系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交发集团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0069439156X6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法定代表人：陈道龙

（4）注册资本：39,573万元人民币

（5）住所：龙岩市新罗区曹溪街道龙岩大道金鸡路口交通综合大楼

（6）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的项目建设投资；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企业策

划、企业管理咨询（证券、期货及认证咨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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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唯一出资方：福建省龙岩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交发集团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财务数据

金额：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366,239.08 1,090,014.23

所有者权益 628,295.29 630,180.52

营业收入 227,392.14 806,597.64

净利润 8,222.16 38,011.90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向交发集团拆借资金30,000万元,�借款年利率为6.10%，该借款年利率按照交发集团获

取资金的实际成本确定，不超过其取得资金的成本，并以市场为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资金成本定

价公允，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龙洲股份

乙方：交发集团

1、借款资金金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

2、协议项下的资金使用期限一年，起始日具体以银行实际到账日为准，到期一次性还本，按月付息。

3、资金占用费率按年利率6.10%计算。

4、款项结算资金占用费的基数为每年360天，从到款之日起，按照实际划款金额和占用天数计收。

5、龙洲股份以其持有的兆华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40%股权作为质押担保，签订质押合同。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利用其资金优势向公司提供短期借款，是其对上市公司短期资金周转的有利支持，

相较银行融资审批手续简便、迅速，有利于满足公司短期性资金周转需要。

公司具有多元化的自主融资能力，各项主营业务保持稳健发展，本次向关联方借款系公司控股孙公

司东莞中汽宏远有限公司中标大额纯电动公交车采购项目致使公司近期资金需求较大， 本次关联交易

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六、2019年年初至公告日，公司与交发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年年初至公告日，公司与交发集团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565.36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就公司向交发集团申请拆借资金事项与公司进行了事前沟通， 并认真审阅了拟提交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向龙岩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拆借流动资金叁亿元整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经充分讨论后，认为：公司向交发集团申请拆借资金是为满足日常经营短期资金周转需要，

不存在利益转移，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表决， 公司关联董事王跃荣先生、 陈海宁女士应按规定予以回

避。

（二）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2、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审议时，关联董事王跃荣先

生、陈海宁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关联交易表决程序、交易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公司向关联方交发集团利益输送的情形，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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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

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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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3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2019年2月18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2019年关联方向公

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2019年2月1日及2月19日发布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一、关联交易进展

1.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东莞鲁能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公司” ）资金需求，公司控

股股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集团” ） 拟向东莞公司提供3,000万元财务资助， 年利率

5.5%，期限1年。 据此测算，交易金额为3,165万元（其中，应支付的利息为165万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鲁能集团向东莞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上述关联交易的金额、期限、利率均在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年度预计财务资助

额度范围内。 本次交易发生后，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预计2019年财务资助的本

金发生额为85.45亿元。

4.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及相关董事会转授权，本次交易由公司经营层决策通

过后履行信息披露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5.2019年10月17日，公司召开第26次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上述交易事项。

6.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公司拟于近期与鲁能集团签署相关借款协议。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鲁能集团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年12月12日

3.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三路14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56935935

5.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5号

6.法定代表人：刘宇

7.注册资本：200亿元人民币

8.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9.营业范围：投资于房地产业、清洁能源、制造业、采矿业、住宿和餐饮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旅游景区

管理业、电力生产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不含法律法规限制的范围）；企业服务管理；酒店管理；

工程管理服务；新能源技术开发；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10.鲁能集团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1.存在的关联关系

鲁能集团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第10.1.3条

的相关规定，鲁能集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2.经查询，鲁能集团非失信责任主体。

13.鲁能集团财务状况

鲁能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经审计） 2019年8月末（未经审计）

净资产 3,952,642.84 4,313,878.92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8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18,747.80 1,904,976.47

净利润 452,126.01 402,842.24

（二）东莞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莞鲁能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8日

3.注册地址：东莞市东城区东莞大道19号鼎峰国际广场1幢1901-1906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WL4C7D

5.法定代表人：孙建新

6.注册资本：47000万人民币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酒店管理、物业管理；房屋租赁；装饰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投资咨询；建筑材料批发兼零售；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9.东莞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经查询，东莞公司非失信责任主体。

11.东莞公司财务状况

东莞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经审计） 2019年8月末（未经审计）

总资产 206,829.39 212,233.28

总负债 162,399.83 168,391.71

净资产 44,429.56 43,841.57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8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013.35 -587.99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规范履行年度预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时披露关联交

易进展情况。

四、备查文件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2019〕26号）。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795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

2019-095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及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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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60,

000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用。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

二、已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情况

2019年4月1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宜电机” ）与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丽水松阳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以下简称“浙江民泰” ）签订《浙江民泰

商业银行定存通定制版协议书》，以 5,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办理存款业务。

上述理财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 公告。

2019年10月17日， 该理财产品到期， 实际理财天数为180天，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4.40%，取得理财收益为人民币110万元，本金及收益合计人民币5,110万元已划至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

三、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19年10月1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宜电机与浙江民泰签订《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定存

通定制版协议书》，以7,000万元自有资金办理存款业务，存款利率4.40%/年，存款期限6个

月，计划5个月赎回。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联宜电机与浙江民泰无关联关系。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上述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理财投资的实际收

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授权董事长审批额度内的委托理财的相关事宜。公司财务部具体负责委托理财

的相关工作，配备专人跟踪当次委托理财，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定期或不定期对委托理财事项进行检查、审计、核实；

3、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委托理财及相应损益情

况；

4、公司独立董事对委托理财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内 部审计部核查的基础

上进行监督与检查，其中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 查为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宜电机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是在确保公司 日常经营和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 通过进行适当的理财投资，公司可以提高

资金的利用率，获得一定的 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截至本次委托理财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万

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资金来源 是否赎回

共赢利率结构22634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4,000 2018-11-02 2019-05-08 自有资金 是

共赢利率结构23537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8,000 2018-12-27 2019-03-27

闲置募集资

金

是

共赢利率结构23537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4,000 2018-12-27 2019-03-27

闲置募集资

金

是

共赢利率结构24147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5,000 2019-01-17 2019-04-17 自有资金 是

单位结构性存款882038号 1,150 2018-12-14 2019-06-12 自有资金 是

挂钩Shibor利率人民币存款产品 6,000 2019-03-21 2019-09-18 自有资金 是

共赢利率结构25421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8,000 2019-03-28 2019-06-28

闲置募集资

金

是

共赢利率结构25421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4,000 2019-03-28 2019-06-28

闲置募集资

金

是

存款业务 5,000 2019-04-17 2019-10-17 自有资金 是

存款业务 15,000 2019-04-19 2019-08-19 自有资金 是

存款业务 4,000 2019-05-09 2019-11-09 自有资金 否

共赢利率结构27296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5,000 2019-06-28 2019-09-09

闲置募集资

金

是

共赢利率结构27296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4,000 2019-06-28 2019-09-09

闲置募集资

金

是

存款业务 4,000 2019-08-22 2020-02-22 自有资金 否

存款业务 6,000 2019-09-18 2020-03-18 自有资金 否

存款业务 8,000 2019-09-30 2020-03-30

闲置募集资

金

否

存款业务 9,000 2019-10-08 2020-04-08 自有资金 否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定存通定制版协议书》。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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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

2019-033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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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9年1-3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4217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11.98%。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467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6.56%。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9年1-3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4217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11.98%。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467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6.56%。

（三）本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9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5002万元。

（二）每股收益：0.1314�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业绩预告期间，公司经营业绩同比下降，主要是受上半年凉山州境内持续干旱影响，公司自发电量

和并网县、小水电站上网电量同比大幅下降，带动外购大网电量同比增加，导致外购电成本同比增加，同

时建安业务收入同比下降，影响了公司当期经营业绩。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9年三

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790

证券简称：雅运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8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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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0日，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浙江震东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东新材料” ）参与竞拍浙江依海汽车内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滨海工业区九一

丘地段的房屋和相应土地使用权、附属物及设施等。 2019年4月25日，震东新材料参与司法拍卖，以人民

币10,620万元的报价成功竞得前述房屋和相应土地使用权、 附属物及设施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4月26日和2019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

的《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0）及《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的更正公

告》（2019-031）。

一、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震东新材料上述房产土地取得了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 不动产权证

书基本情况如下：

1、证书编号：浙（2019）绍兴市柯桥区不动产权第0033934号、第0033935号、第0033936号、第

0033959号

2、权利人：浙江震东新材料有限公司

3、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4、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5、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62,406平方米

房屋建筑面积：合计62,962.90平方米

二、备查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

2019-125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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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康德莱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近日完

成了对原备案编号为“粤珠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0041号”《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的变更登

记，并取得了由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

备案凭证》登记信息变更前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登记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备案编号 粤珠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0041号 粤珠食药监械经营备20190041号

企业名称 广东康德莱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康德莱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明华 蔡明华

企业负责人 蔡明华 蔡明华

经营方式 批零兼营 批零兼营

住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A栋301室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A栋301室

经营场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A栋301室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A栋301室

库房地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B栋厂房1楼

和十一号厂房3楼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B栋厂房1楼

和十一号厂房3楼

经营范围

2002年分类目录：6801,6802,6803,6804,6805,

6806,6807,6808,6809,6810,6812,6815,

6820,6821,6822,6823,6824,6825,6826,6827,

6830,6831,6840(诊断试剂不需低温冷藏运输贮

存 )，6841,6845,6846,6854,6855,6856,6857,

6858,6863,6864,6865,6866,6870，6877

2017年分类目录：01,02,03,04,05,06,07,

08,09,10,11,12,14,15,16,17,18,19,20,21,

22,6840体外诊断试剂 （诊断试剂不需低温冷藏

运输贮存）（以上范围可提供贮存、配送服务）

2002年分类目录：6801,6802,6803,6804,6805,

6806,6807,6808,6809,6810,6812,6815,

6820,6821,6822,6823,6824,6825,6826,6827,

6830,6831,6840 (诊断试剂需低温冷藏运输贮

存 )，6841,6845,6846,6854,6855,6856,6857,

6858,6863,6864,6865,6866,6870，6877

2017年分类目录：01,02,03,04,05,06,07,

08,09,10,11,12,14,15,16,17,18,19,20,21,

22,6840体外诊断试剂（以上范围可提供贮存、配

送服务）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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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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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破产清算概述

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下属子公司际华三五零二资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3502资源公司” ）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际华集团关于同意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 2019年7月19

日，公司收到3502资源公司转来的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法院受理了3502资源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际华集团关于法

院受理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的公告》。

二、破产清算进展

公司近日收到3502资源公司转来的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冀0107民破2

号）， 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认为3502资源公司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 宣告3502资源公司破

产。

三、对公司影响

3502资源公司破产清算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经营，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公司已丧失对其控制

权，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破产对公司的具体影响将依据破产清算结果确定，公司将持续关

注3502资源公司破产清算事项的进展，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