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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9月2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348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经过认真核查，现对

关注函涉及的问题进行回复如下：

1、被冻结的账户不属于主要银行账户的原因，并请你公司尽快核实及补充披露被

冻结的原因、申请冻结金额等，并自查公司是否还存在其他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是否存

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债务。

回复：

（1）公司近日获悉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金额人民币13.12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082%， 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资金周转和银行收支情

况基本无影响。

（2）公司主要通过全资子公司壕鑫互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壕

鑫互联” ）开展互联网游戏及电竞业务，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壕鑫互联开展，故上述

银行账户不属于主要银行账户， 上述账户被冻结不会影响壕鑫互联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

（3）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

院” ）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19）沪01民初273号），上海绍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绍徽贸易” ）诉公司、冯文杰、林雪峰就刘德群欠付绍徽贸易借款本金、利息及逾

期利息等事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详见《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86）。依据（2019）沪01执保00331号，上海一中院对公司银行账户进行了冻结，

申请冻结金额为人民币153,866,084.14元，实际冻结金额13.12万元。 截至本关注函回

复日，公司无其他银行账户被冻结，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债务。

2、请说明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影响，拟采取的

解决措施。

回复：

公司主要通过全资子公司壕鑫互联开展互联网游戏及电竞业务， 主要生产经营活

动均在壕鑫互联开展，公司部分银行账号被冻结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基本无影响。

为保证上市公司的利益，维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将积极督促相关方尽快解决

债权债务问题，以免除上市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避免对上市公司造成不良影响。

3、根据《回函》，截至问询函回复日，你公司尚未收到南昌京鑫优贝网络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鑫优贝” ）的业绩补偿款，且其尚未签署就业绩补偿延期事

项相关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请你

公司核实说明京鑫优贝尚未签署协议的原因；京鑫优贝至今尚未支付业绩补偿款，是否

存在未严格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情况，上述事项对承诺履行的影响。

回复：

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业绩承诺延期的议案》，公司、壕鑫互联

与京鑫优贝协商一致， 就业绩补偿事宜延长支付期限和调整支付方式， 京鑫优贝应于

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的一个自然年度内（即年报披露之日起365日）以现金或资产

补偿方式向公司支付2018年度的业绩补偿款，并同意签署相关协议。截至本关注函回复

日，公司已完成与壕鑫互联及京鑫优贝关于业绩补偿延期事项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及《股权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签署，但尚未收到京鑫优贝的业

绩补偿款。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不存在未严格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情况。

京鑫优贝拟采取的还款计划包括但不限于： 出售京鑫优贝与冯文杰设立的用以承

接置换资产的大连盛融海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融海产” ）资产或股权等，从而获

取现金，偿还公司业绩补偿款项。 截至目前，盛融海产名下应持有的海域使用权的权属

尚未办理完毕。由于受到海域使用权权属办理时间的影响，京鑫优贝出售盛融海产资产

或股权的周期较长，京鑫优贝表示将积极推动上述事项，尽早完成相关变更手续，以尽

快处置盛融海产的资产或股权。为保证京鑫优贝对公司业绩补偿款的支付，京鑫优贝拟

将盛融海产100%股权质押给公司，以此作为履约担保措施。

4、根据《回函》，公司与刘德群于2019年3月15日签订《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公司同意给予刘德群最晚至2020年12月31日的支付宽限期，其中截至2019年

6月30日前，刘德群应足额支付二期款项计10,000万元。 但截至问询函回复日，刘德群

仅支付二期部分款项3,000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刘德群未按照协议约定期限付款的金

额是否构成对你公司的资金占用；如是，请说明是否已触发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11月修订）》第13.3.1条第（四）款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如否，请充分说明依据。

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根据《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相关约定，刘德群应于2019年6月

30日前支付二期款项10,000万元，截至目前尚未支付的款项金额为7,000万元。刘德群

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被常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采取强制措施，多项对外债务

已发生违约，大量到期债务无法偿还，主要资产处于被查封、质押、冻结状态。 虽然刘德

群目前财务状况恶化，但其表达了主动归还上市公司欠款的意愿，截至目前也已经支付

款项3,000万元。 公司正积极与刘德群沟通，督促其尽快支付剩余款项。

（2）刘德群未支付款项7,000万元是由于协议违约造成的，根据《关于集中解决上

市公司资金被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5〕37号）的相关规定，

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是指上市公司为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垫付的工资、福利、保险、广告

等费用和其他支出；代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偿还债务而支付的资金；有偿或无偿直接或

间接拆借给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的资金； 为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

的债权；其他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使用的资金。上

述事项不属于“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 的情形，不符合触发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第（四）款规定的其他风险警

示情形。

律师意见：

上海标胜律师事务所律师经审查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审查后认为《资产出售协

议》不属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资金的情形。

（1）根据37号文的规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是指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及其附属企业垫付的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和其他支出；代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及其附属企业偿还债务而支付的资金； 有偿或者无偿直接或者间接拆借给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的资金；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

任而形成的债权；其他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使用的资金。

（2）根据《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公司将养殖业务相关资产及部分负债转让给刘

德群，其中负债类项包括但不限于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应付股利等；另刘

德群承诺若因公司造成损失的，刘德群赔偿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

（3）《资产出售协议》不符合37号文规定的“垫付” 、“代为偿还”“拆借”“提供

资金”等情形。

故上海标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资产出售协议》不属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提供资金的情形，刘德群违反《补充协议（二）》的约定，故不属于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第（四）款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海标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刘德群未按照《补充协议（二）》约定期限付款的情形不构成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亦不属于构成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第（四）款规定

的情形。

5、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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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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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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近日收到一笔政府补助款，合计人民币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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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金下达文号

计入

会计

科目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

关

1 公司

中山火

炬高技

术产业

开发区

经济发

展和科

技信息

局

上市奖励

资金

2019年10

月23日

100.00

火炬党政办

〔2018〕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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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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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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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依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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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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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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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12月12日、2018年12月28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30,000万元的闲

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选择适当时机，阶段性购买由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固定收益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的理财产品。 该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相关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2019年7月22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受托方

资金

来源

委托理财产品

名称

金额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投

资收益

率

产品

类型

1

嘉兴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

南浔分行

闲置

募集

资金

嘉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

南浔分行对公

“季季盈” 产品

10,

000

2019.7.2

2

2019.10.

22

4.2%

保本固

定收益

型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已如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 赎回本金10,000万元， 取得理财收益 （含税）1,

070,136.99元。 本金及理财收益均已到账，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期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019年10月23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内容如下：

（一）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JG1003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代码：1201196003

收益计算天数：180天

收益起计日：2019年10月24日

到期日：2020年4月21日

理财本金：人民币10,000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3.8%或3.9%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存有

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可能导致相关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银行或

其他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公司审计部根据谨慎性原则对各项投

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以及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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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截至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受托方

资金

来源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存续期

起始日

存续期

到期日

是否赎回

投资收益

（元）

1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闲置募

集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结构性存款180天

10,000 2018.6.15 2018.12.12 是 2,317,808.22

2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绿色专营

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汇利丰” 2018年第

5064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

15,000 2018.7.13 2019.1.14 是 3,611,301.37

3

绍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

分行

闲置募

集资金

绍兴银行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款

5,000 2018.7.12 2019.1.15 是

1,229,

589.04

4

中国银行湖州

市分行营业部

闲置募

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二年

CD18-D1

7,000 2018.12.13

2020.12.13

(可提前支

取)

是 108,888.89

5

中信银行湖州

分行

闲置募

集资金

共赢利率结构23342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3,000 2018.12.14 2019.6.11 是 617,917.81

6

中山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闲置募

集资金

中山证券尊享18号

固定收益凭证

7,000 2019.1.3 2019.7.3 是

1,735,

616.44

7

中国农业银

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中国农业银行

“汇利丰” 2019

年第 4175�期对

公定制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10,000 2019.1.16 2019.7.19 是 2,117,260.27

8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

19JG0205�期人

民币对公结构性

存款

8,000 2019.1.17 2019.7.16 是 1,690,555.56

9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多多公司

19JG0272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

款

2,000 2019.1.18 2019.7.17 是 422,638.89

1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吴兴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定期添益型存款产

品

3,000 2019.6.12 2019.12.22 否 --

11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吴兴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定期添益型存款产

品

7,000 2019.7.5 2019.12.22 否 --

12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多多公司

19JG1935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00 2019.7.19 2020.1.15 否 --

13

嘉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

南浔分行

闲置募

集资金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南浔分行

对公“季季盈” 产品

10,000 2019.7.22 2019.10.22 是

1,070,

136.99

14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多多公司JG1003

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10,000 2019.10.24 2020.4.21 否 --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中已到期的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

均已如期收回，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总金额为30,000万元（包含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未超过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

四、备查文件

1、理财赎回凭证。

2、结构性存款合同及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9-084

可转债代码：

113008

可转债简称：电气转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9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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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上海电气关于调整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

公告》， 现补充披露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财务公司” ）对外担保额度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财务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额度调整情况

2019年度财务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和其他参股公司提供的保函授信额度由

200,000万元调整至550,000万元。 本次调整后，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的

保函授信额度为470,000万元， 财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保函授信额度为77,000

万元，财务公司为其他参股公司提供的保函授信额度为3,000万元。 被担保企业列示如

下：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1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备有限公司

3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4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

6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7 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

8 上海第一机床厂有限公司

9 上海环保工程成套有限公司

10 上海市离心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11 上海电气自动化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

12 上海之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3 上海电气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张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

3 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5 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6 上海电气电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7 上海电气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8 上海飞航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9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 上海电气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11 上海电气开利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12 上海电气富士电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其他参股公司

1 上海克莱德贝尔格曼机械有限公司

二、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企业信息

上述被担保企业中，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备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电站设备、特装

设备（除专控），矿山设备、冶金设备、机械设备、工矿配件和电控设备的销售、设计、制

造和安装，设备维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普通货物运输（除危险化学品），

成套工程的设计和制作，从事机械加工和电控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83,802万元， 净利润221万元，2018年12月末资产总

额120,364万元；负债总额103,80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4,000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103,809万元）；资产净额16,555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86%。

2019年1-8月主营业务收入48,522万元， 净利润87万元，2019年8月末资产总额

125,677万元；负债总额108,96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4,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8,952万元）；资产净额16,717万元；2019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87%。

2、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电站锅炉、工业锅

炉、核电配套设备等。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734,343万元，净利润179万元，2018年12月末资产总

额1,309,970万元；负债总额1,187,79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43,993万元）；资产净额122,178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91%。

2019年1-8月主营业务收入376,655万元，净利润304万元，2019年8月末资产总额

1,213,850万元；负债总额1,109,84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

106,094万元）；资产净额104,007万元；2019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91%。

3、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上海电气风电集团有限公司）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风力发电设备及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制造和销售，风力发电

设备安装、调试、维护、修理，电力工程、风力发电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咨询（除经纪），投资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

投资，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电力工程建设施工，房屋建设工程施工。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617110万元， 净利润10769万元，2018年末资产总额

1407564万元；负债总额119347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7267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156463万元）；资产净额214087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84.79%。

2019年1-8月主营业务收入337098万元，净利润-10967万元，2019年8月末资产总

额1606457万元；负债总额124313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39580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1197215万元）；资产净额353302万元；2019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77.87%。

4、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经营范围是风力发电设备及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制造和

销售，风力发电设备安装、调试、维护、修理，电力工程、风力发电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100,329万元， 净利润48万元，2018年12月末资产总

额178,055万元；负债总额147,70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43,

142万元）；资产净额30,347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82.96%。

2019年1-8月主营业务收入43,340万元，净利润-747万元，2019年8月末资产总额

174,233万元；负债总额144,48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41,

939万元）；资产净额29,752万元；2019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82.92%。

5、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铸锻件、钢锭、钢铁、机

械设备的批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锻压、热处理、金属加工、销售自产产品、

从事热加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58326万元，净利润102万元，2018年12月末资产总额

105710万元； 负债总额102132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4193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100057万元）；资产净额3578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96.61%。

2019年1-9月主营业务收入35990.73万元， 净利润-4766.66万元，2019年9月末资

产总额113401.35万元；负债总额94501.9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6500.89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92269.03万元）； 资产净额18899.40万元；2019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83.3%。

6、上海环保工程成套有限公司

上海环保工程成套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是承包和分包机电、环

保、消防设施、防腐保温工程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等。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48729万元， 净利润498万元，2018年末资产总额

66990万元；负债总额5967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9674万

元）；资产净额7317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89.08%。

2019年1-9月主营业务收入42153万元， 净利润333万元，2019年9月末资产总额

87994万元；负债总额8034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0344万

元）；资产净额7650万元；2019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91.31%。

7、上海市离心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市离心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是离心机、 分离机

械、通用设备、环保设备、一类医疗器械、工业专用设备及其成套装置的研究、开发、设

计、生产、加工、销售；机械加工；离心机械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11059万元， 净利润3万元，2019年9月末资产总额

16944万元；负债总额1130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5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9862万

元）；资产净额5785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7.68%。

2019年1-9月主营业务收入3788万元， 净利润203万元，2019年9月末资产总额

25202万元；负债总额1957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7995万元）；

资产净额5638万元；2019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7.68%。

8、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是设计制造：A1级高压

容器、A2级第三类低、中压容器；制造：A级锅炉部件(限气包)。 一般经营项目：石油、化

工、医学、纺织、化纤、食品机械制造维修；机械配件购销；槽罐车安装销售；海洋工程装

备的设计与制造；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770,016万元， 净利润18,549万元，2018年12月末资

产总额2,586,475万元；负债总额2,150,74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84,702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2,010,694万元）； 资产净额435,729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

为83%。

2019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390,874万元， 净利润11,210万元，2019年8月末资产

总额3,056,410万元；负债总额2,601,27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56,670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2,579,871万元）； 资产净额455,140万元；2019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85%。

9、张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

张化机（苏州）重装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是：设计制造：A1级高

压容器、A2级第三类低、中压容器；制造：A级锅炉部件（限汽包）；石油、化工、医药、纺

织、化纤、食品机械制造、维修；机械配件购销；槽罐车销售、安装；燃气轮机械撬装装置

设计、制造、销售；封头、法兰、管件、压型件、钢材、锻件、钢结构件、机械设备、五金家工、

销售；货运经营（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136,832万元，净利润552万元，2018年12月末资产总

额347,418万元；负债总额270,09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6,000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262,204万元）；资产净额77,324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8%。

2019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55,292万元， 净利润1,571万元，2019年8月末资产总

额407,357万元；负债总额33,032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000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324,347万元）；资产净额77,036万元；2019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81%。

10、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是工程项目总承包及工

程设计、咨询、岩土工程勘察建设等。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701,137万元， 净利润52,727万元，2018年12月末资

产总额1,587,649万元；负债总额1,385,44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20,900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1,345,111万元）； 资产净额202,200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

为87%。

2019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321,045万元， 净利润20,985万元，2019年8月末资产

总额1,995,190万元；负债总额1,772,06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11,800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1,766,633万元）； 资产净额223,130万元；2019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89%。

11、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是设计、生产发电设备及

辅机产品、包括火电汽轮机、核电汽轮机、燃机气轮机、蒸汽燃气联合循环机组、发电机、

主副励磁机、相关辅助系统及有关产品，研究开发新发电产品，销售自产产品以及在中

国境内和境外提供相关服务。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1,260,951万元， 净利润31,811万元，2018年12月末

资产总额2,095,293万元；负债总额1,682,83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90,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678,561万元）； 资产净额412,456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

率为80%。

2019年1-8月主营业务收入528,398万元， 净利润-3,287万元，2019年8月末资产

总额1,899,768万元；负债总额1,517,13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0,000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1,512,815万元）； 资产净额382,634万元；2019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80%。

12、上海电气电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电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是环境工程设计、设

计生产和组装电站环保设备及其配套装置，承接、安装电站及环保工程，销售、营运及维

护自产产品，提供工程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管理、专项规

定、质检、安检及相关行业资质要求的，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或许可后开

展经营业务）。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83,188万元， 净利润2,494万元，2018年12月末资产

总额173,073万元；负债总额164,72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4,065万元）；资产净额8,344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95%。

2019年1-8月主营业务收入43,829万元， 净利润867万元，2019年8月末资产总额

167,018万元；负债总额157,80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57,

807万元）；资产净额9,211万元；2019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94%。

13、上海电气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电力电子有限公司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是风电、太阳能及与

新能源相关的电气控制设备、高低压电力电子、自动控制、配电设备和相关产品的设计、

生产、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16027万元， 净利润15万元，2017年12月末资产总额

57229万元；负债总额4370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3701万

元）；资产净额13528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6.36%。

2019年1-9月主营业务收入21556万元， 净利润609万元，2019年9月资产总额

63836万元；负债总额5478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3701万

元）；资产净额9048万元；2019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85.83%

14、上海飞航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上海飞航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是电线电缆，电工器材自

产自销；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156356万元， 净利润325万元，2018年12月末资产总

额127855万元；负债总额10138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0986万元）；资产净额26465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9.3%。

2018年1-8月主营业务收入78101万元， 净利润-411万元，2019年8月末资产总额

136091万元； 负债总额110036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0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109613万元）；资产净额26055万元；2019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80.85%。

15、上海电气开利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开利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是从事建筑节能的

技术研发、系统集成及合同能源管理；机电设备、建筑材料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

（拍卖除外）；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提供与上述各项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

等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质检、安检

及相关行业资质要求的，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或许可后开展经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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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19521万元， 净利润312万元，2018年末资产总额

15507万元； 负债总额12295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2295万

元）；资产净额3212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9.29%。

2019年1-8月主营业务收入10407万元， 净利润214万元，2019年8月末资产总额

18337万元； 负债总额14911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4911万

元）；资产净额3426万元；2019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81.32%。

16、上海电气富士电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富士电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是研发、设计生

产高压变频器、软启动、直流调速装置、PCS(太阳能逆变器)UPS（不间断电源）、低压变

频器、电气传动产品、自动化产品、新能源产品、无功率补偿及相关电力电子产品，销售

自产产品，自研技术成果转让并提供相关服务，从事上述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

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

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按规定办理申请），提供相关设备系统集成、承接和执行相关系

统工程项目，提供相关设备、系统工程解决方案、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备件服务。

2018年1-12月主营业务收入25,344万元，净利润48万元，2018年12月末资产总额

15,675万元；负债总额12,83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

831万元）；资产净额2,844万元；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82%。

2019年1-8月主营业务收入12,677万元， 净利润312万元，2019年8月末资产总额

17,280万元；负债总额14,12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4,

124万元）；资产净额3,156万元；2019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82%。

上述公司调整财务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和其他参股公司提供的2019年度担保

额度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2019-071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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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公司” ）于2019年10月24日收

到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转来的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资产权[2019]631号），该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则同意股份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

二、本次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完成后，股份公司总股本不超过449761.1863万股，其中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SS）、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CS）、中船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SS）、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SS）、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CS）、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SS）、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SS）、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SS）、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SS）

和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SS）分别持有198882.8693万股、21749.4916万股、4855.8755万

股、 16084.6680万股、9264.1506万股、7982.9993万股、7971.0537万股、7815.7393万股、

3947.4612万股和3888.3757万股股份。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事宜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积极推进后续相关工作，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2019082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参股方股权被裁定执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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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露天煤业” ）控股子公司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煤鸿骏” ）于2019年10月24日收到了陕

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陕西中院” ）《执行裁定书》【（2019）陕01执恢180

号之四】，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申请执行人嘉兴宝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宝联” ）。

被执行人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新加坡大陆咨询有限公司（Continental�

Consulting� Pte.Ltd）（以下简称“新加坡大陆” ）、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

关于嘉兴宝联与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新加坡大陆、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

司综合授信合同纠纷执行一案，因被执行人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新加坡大陆、

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陕西中院查封了被执行人新加坡

大陆持有的霍煤鸿骏35.7%股权并评估拍卖，经二次拍卖后无人竞买而流拍。嘉兴宝联申请

将35.7%股权以二次拍卖流拍价进行抵债。法院裁定新加坡大陆持有的霍煤鸿骏35.7%股权

以流拍价交付嘉兴宝联抵偿债务。 股权自裁定送达嘉兴宝联时起转移。 嘉兴宝联可持裁定

书到登记管理机构办理相关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裁定执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裁定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霍煤鸿骏公司参股股东———新加坡大陆持有霍煤鸿骏的

35.7%股权被裁定至嘉兴宝联。本次案件的执行不会对上市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

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备查文件

《执行裁定书》【（2019）陕01执恢180号之四】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股票代码：

002454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9-060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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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通知情况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0月24日14:30-15: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颛兴路2059号五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纪安康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代表股份287,214,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6925%。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86,939,1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64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

股份275,1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3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939,1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2％；反对8,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28％；弃权2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68,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570％；反对8,1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694％；弃权26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736％。

该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获得股东大会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事务所傅越律师和郑伊珺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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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批准生产专供出口的口蹄疫

O

型、

A

型、亚洲

I

型三价灭活疫苗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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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宇保灵” ）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以下简称“农业农村部” ）畜牧兽医局函件，同

意金宇保灵生产专供出口的口蹄疫O型、A型、亚洲I型三价灭活疫苗，详情如下：

农业农村部第2635号公告决定自2018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亚洲I型口蹄疫免疫，停止生

产销售含有亚洲I型口蹄疫病毒组分的疫苗。 为更好地落实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全资子公司金宇保灵

向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申请恢复口蹄疫O型、A型、 亚洲I型三价灭活疫苗生产许可和产品批准文号，

专供出口，目前已取得相关回复批准函件。

口蹄疫是危害畜牧业的重要疫病之一，其主要侵害猪、牛和羊等多种偶蹄类动物，被OIE(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列为A类传染病。 我国周边国家主要流行O型、A型和亚洲I型三种血清型口蹄疫，此疫病不仅

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动物健康造成较大影响，也对我国口蹄疫疫病的防控造成威胁。 公司积极响应

国家“一带一路” 和“走出去” 的战略方针，加快推进国际化战略，金宇保灵本次获得农业农村部畜牧

兽医局批准生产口蹄疫O型、A型、亚洲I型三价灭活疫苗专供出口，将进一步拓展公司兽用疫苗产品海

外销售渠道，对持续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经营业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金宇保灵本次获得批准生产专供出口的口蹄疫O型、A型、亚洲I型三价灭活疫苗未来销售情况受相

关国家的口蹄疫疫情、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销售收入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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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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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10月21日以邮件和短信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议应参会董

事 5�人，实际参会董事 5�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逐项表决

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以 5�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匡志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二、以 5�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胡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三、以 5�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

经第十届董事会选举，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匡志伟、王凯军、王运陈组成，匡志伟为主任委员；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由王运陈、郭军元、匡志伟组成，王运陈为主任委员；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由郭军元、王运陈、匡志伟组成，郭军元为主任委员；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王运陈、郭军元、匡志伟组成，王运陈为主任委员。

公司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前述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增加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公告》（2019-101）。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