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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到《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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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基本情况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鹭燕医药”或“公司” ）子公司成都禾创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收到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送达的 《执行裁定书》（（2019）

川71执411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1、 被执行人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立即向申请执行人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支付信托贷款本金2亿元、 自2018年12月21日起至2019年9月23日的应付未付利息、复

利、罚息共计3,580万元（按照本金年化利率24%计算）。 2019年9月24日起，后续利息按照

本金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债务付清之日， 公证费38万元， 并负担案件受理费29.74万

元；

2、被执行人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百年广告有限公司、贵阳德昌祥药业有

限公司、邓杰、邓杨易、龙险峰、张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3、 被执行人成都国联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其抵押物对上述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及连带担保责任；

4、 被执行人深圳市国联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其合法所有的成都国联发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100%股权对上述债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

5、查询、冻结、扣划被执行人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成都国联发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百年广告有限公司、邓杰、邓杨易、龙险峰、张岳应当

履行上述义务的银行存款。 查询、查封、冻结、扣押、拍卖、变卖被执行人贵阳德昌祥药业有

限公司、成都国联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国联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成都禾创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贵州百年广告有限公司、邓杰、邓杨易、龙险峰、张岳应当履行上述义务的财

产。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其被公司收购前的对外担保事项，导致本次被列入被执

行人。 案件的相关情况如下：

2018年3月16日，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昌祥” ）与山东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信托” ）签订了《山东信托·恒祥27号单一资金信托之信托

贷款合同》。 山东信托向德昌祥提供信托贷款，贷款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大写贰亿

元）。 成都国联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成都市新都区蓉都大道东侧18,

214.75平方米住宅用地提供抵押担保；深圳市国联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成都国

联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国联发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贵州百年广告有限公司、自然人邓杰及其配偶邓杨易、自然人张岳、自

然人龙险峰对前述贷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为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滞纳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主债权和保证债权的费用。 上述贷款合同及担

保合同于2018年3月22日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2018年6月12日，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完成派生分立工商登记手续，分立为成

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禾创” ） 和成都禾创瑞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瑞达公司” ）两个独立法人企业。

2018年6月20日，公司与贵州明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都禾创原股东，以下简称“贵

州明润” ）、瑞达公司、成都禾创、贵州汉方制药有限公司（担保方，以下简称“汉方制药” ）

签署《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 ），收购成都

禾创100%股权。 收购过程中，贵州明润、瑞达公司、汉方制药均隐瞒了前述担保事项，在成

都禾创本次被列入执行对象且经公司问询后，方告知公司存在前述担保事项。

三、其他情况说明

1、因该担保事项发生在公司收购成都禾创之前，且收购时贵州明润、瑞达公司、汉方制

药并未对公司披露该担保事项。依据《收购协议》的约定：贵州明润应将成都禾创全部资产

和债权、债务及其他或有事项真实、完整地列出清单，提交公司进行现场核对、询证和审核；

资产交接日前成都禾创的所有未披露债务及可能产生的或有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担

保、税费、员工薪酬或福利等）应由贵州明润和瑞达公司承担；若因成都禾创资产交接日前

存在的未披露的任何债务、诉讼、索赔和责任导致资产交接日后成都禾创损失的，由贵州明

润和瑞达公司负责赔偿，汉方制药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2、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成都禾创的二个银行账户被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实施了冻

结。

3、公司现正积极督促债务人德昌祥、其他担保人、成都禾创原股东、赔偿义务人、《收

购协议》担保人妥善解决相关欠款纠纷，尽快解除对成都禾创的执行措施，消除不良影响。

四、公司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完结的其他小额诉讼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鹭燕芝兰堂医药有限公司起诉仪陇县宏济医院货款纠纷案，

诉讼金额291.93万元，目前尚在一审审理过程中。

（2） 三明市荆汕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诉公司全资子公司三明鹭燕医药有限

公司款项纠纷案，诉讼金额1.74万元，目前尚在一审审理过程中。

（3）自然人尤彪诉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充市鹭燕华康药业有限公司款项纠纷案件，诉讼

金额25万元，目前案件尚在一审审理过程中。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

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成都禾创2019年1-9月的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总额的3.82%，净利润占公司净

利润总额的5.68%，销售收入和利润占比较小，成都禾创的前述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总体

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若德昌祥与山东信托的纠纷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成都禾创及其他担保方将共同承担

担保责任。

虽然担保方较多且部分担保方提供了物权担保， 但由于各担保方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一旦成都禾创承担大额担保义务且公司未能获得有效的赔偿，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

不利影响。 目前，案件相关各方正在协商过程中，案件的后续执行情况尚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目前暂时无法判断。

3、成都禾创如因上述担保事项遭受损失，公司将积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公司将依据《收购协议》的约定追究贵州明润、瑞达公司、汉方制药等责任方的法律责

任；成都禾创也将积极向德昌祥及其他担保方追偿。

4、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谨慎投资。

六、备查文件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川71执411号）。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8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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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2019-132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查开具电子商业承

兑汇票情况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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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经公司核查，截至目前，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1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

冻结额度为22684.3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11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

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公司核查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前期情况

经核查，存在个别人员未经授权、未履行内部正常审批决策程序开具电子商业承

兑汇票的情形。 公司财务部门统计核实，公司开具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分为以下三类：

1、以上市公司名义进行保证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共计对外开具票据金额3,500万元，其中500万元已被深圳瞬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起诉。

2、以银河商贸对外开具由上市公司进行承兑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共计对外开具票据金额3,000万元， 上述票据已被冠中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起

诉。

3、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开具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共计对外开具票据金额24,845万元，其中公司对上述17,545万元票据不承担对外

偿债义务，3500万元已被永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起诉，剩余3,800万元票据情况待核

实。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7日、2018年11月2日、2018年11月14日、2019

年1月9日、2019年1月2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已

涉及的票据请求权纠纷案并核查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4） 和 《关于核查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91、2018-093、2019-009、2019-016）。

二、公司核查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收到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川

0112民初6523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相关资料，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开具的电子商业

承兑汇票类别中已被起诉金额增加200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已核查的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所

示：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类别

已被起诉金

额

不承担偿债义

务金额

待核实票据

金额

其余已核实金额

（除已被起诉金额

外）

已开具票据总

额

以银河商贸对外开具由上市公司进

行承兑

3,000.00 - - - 3,000.00

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开具 3,700.00 17,545.00 3,600.00 - 24,845.00

以上市公司名义进行保证

500

- - 3,000.00 3,500.00

合 计 7,200.00 17,545.00 3,600.00 3,000.00 31,345.00

公司将进一步向银行以及票据涉及的相关方对待核实票据进行具体核查，如有进

展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三、其他事项

1、经公司核查，截至目前，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1个非主要银行账户

被冻结，被冻结额度为22684.3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11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

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

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2018）川01民初5373号票据纠纷、（2019）川0112民初6523号票

据追索权纠纷案，如最终由上市公司支付票据金额及其孳息、诉讼费以及可能产

生的其他费用等，将对公司的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目前公司核查的开具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情况，公司存在涉及其他票据诉讼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8日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简称：

*ST

西发 公告编号：

2019-133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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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存在原控股股东西藏天易

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隆兴” ）资金占用情形，具体情况以及进展情况详

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9日、2019年5月10日、2019年6月11日、2019年7月10日、2019

年8月9日、2019年9月10日、2019年10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2019-058、

2019-071、2019-083、2019-094、2019-108、2019-117）。 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

资金占用事项已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13.3.2条规定情形，公

司股票自2019年4月10日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3.3.6条规定，公司就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目前情况

中国证监会西藏监管局认定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占用公司资金3960万元，截

至本公告日，已归还占用资金1330万元（其中：本金390万元，利息940.7573万元）,资

金占用余额为3570万元（本金）。

二、解决措施进展情况

公司于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发生后，努力健全内部控制机制，规范公司运行，

强化日常管理，保障公司生产经营工作正常开展。

公司将继续催促原控股股东天易隆兴拿出权属明晰的价值资产，争取达成实质性

进展；努力协调股东共同解决问题，动员相关方拿出资产作保，努力维护上市公司权

益。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规定，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8日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简称：

*ST

西发 公告编号：

2019-131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

2019

）川

0112

民初

6523

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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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收到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

川0112民初6523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相关资料。 该笔票据追索权纠纷，若法院最终

判决上市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将对公司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2、截至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1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额度

为22684.3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11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

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董事会办公室收到本案材料的情况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西藏发展” ）董事会办公

室于2019年11月7日收到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送达的日照晟

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2019）川0112民初6523号）

传票、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等资料。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日照晟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被告一：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江西喜成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三：山能国际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西藏发展支付原告20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以200万元为

基数，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自2019年6月27日起算至给付完毕日

止）；

（2）请求判令被告江西喜成贸易有限公司、山能国际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第

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3）请求判令本案因诉讼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上述三被告承担。

3、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

西藏发展于2018年6月28日向被告江西喜成贸易有限公司签发一张电子商

业承兑汇票，票号为230965100040820180628******694，汇票金额为200万元，汇

票到期日是2019年6月27日，出票人、承兑人西藏发展承诺到期无条件付款，代理付款

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支行，住所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平

路383号阳光香榭6号楼一楼。2018年6月29日，被告江西喜成贸易有限公司将上述汇票

背书转让给被告山能国际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山能国际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7月4日又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日照广川贸易有限公司，当日日照广川贸易有

限公司又将上述汇票背书转让给原告。 原告于到期时向承兑人发起提示付款遭拒付，

汇票状态为拒付追索待清偿。 原告认为上述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形式完备，必要记载事

项齐全，背书连续，票据合法有效，原告是该票据的合法持票人。 原告以背书的连续享

有票据权利，在汇票到期前请求承兑人支付票据金额，承兑人应无条件全额支付，承兑

人拒付后，原告有权利向前手行使追索权。

4、本案开庭时间为2019年12月10日上午9:30。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目前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诉讼事项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西藏发

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京民初33

号

2018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2号公告

2018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3号公告

2018年06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4号公告

2018年06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36号公告

2018年08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59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6号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8号公告

2019年7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9号公告

2019年10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24号公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西藏发

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京民初60

号

2018年08月0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48号公告

2018年08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59号公告

2018年11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9号公告

2019年3月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4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吴小蓉诉西藏发展

民间借贷纠纷，案号：（2018）川01民初1985号

2018年09月0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5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67号公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瞬赐保理诉西

藏发展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 案号：（2018）川

0113民初2099号

2018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0号公告

2018年10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6号公告

2019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5号公告

2019年2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2号公告

2019年3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6号公告

2019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7号公告

2019年6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78号公告

2019年7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2号公告

2019年8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1号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阿拉丁控股集团诉

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号：（2018）浙01民

初3924号

2018年9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1号公告

2018年11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7号公告

2018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6号公告

2019年5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56号公告

2019年5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1号公告

2019年9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5号公告

2019年9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9号公告

2019年9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13号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至中实业诉西藏

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浙0103民初

4168号

2018年09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73号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8号公告

2018年11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0号公告

2018年12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8号公告

2019年5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3号公告

2019年6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8号公告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汶锦贸易诉西藏发展借

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成仲案字第1227

号

2018年1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5号公告

2018年11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099号公告

2018年12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109号公告

2019年1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4号公告

2019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1号公告

2019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7号公告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受理的

李敏诉西藏发展决议撤销纠纷， 案号：（2019）

藏0103民初93号

2019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4号公告

2019年1月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6号公告

2019年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1号公告

2019年1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3号公告

2019年1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5号公告

2019年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19号公告

2019年3月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4号公告

2019年3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30号公告

2019年4月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32号公告

2019年4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42号公告

2019年4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43号公告

2019年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6号公告

2019年6月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9号公告

2019年6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72号公告

2019年8月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2号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受理的重庆海尔小贷有限公

司借款纠纷，案号：（2018）渝0103民初30492

号

2019年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35号公告

2019年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5号公告

2019年6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8号公告

2019年7月1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7号公告

2019年7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8号公告

2019年9月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6号公告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永登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西藏发展票据追索权纠纷，案

号：（2018）川01民初5373号

2019年1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08号公告

2019年2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0号公告

2019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1号公告

2019年2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23号公告

2019年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6号公告

2019年7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0号公告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股东刘琪诉

西藏发展公司决议纠纷，案号：（2019）藏0103

民初801号

2019年5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2号公告

2019年6月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69号公告

2019年6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72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股东天易隆兴诉股

东马淑芬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敏及西藏发展证券

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案号：（2019） 川01民初

3386号

2019年7月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1号公告

2019年7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4号公告

2019年8月3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4号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刘琪诉股东马淑芬

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敏及西藏发展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案号：（2019）川01民初4189号

2019年7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86号公告

2019年8月3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04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天易隆兴诉西藏

发展股东决议纠纷，案号：（2019）川0107民初

7751号

2019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3号公告

2019年8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095号公告

2019年10月1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18号公告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龙锦综合开发

（成都） 有限公司诉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

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案号2019川0104

民初10702号

2019年9月2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11号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杨淋诉西藏发展

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为：（2019） 川0107民初

10403号

2019年10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21号公告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日照晟辉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票据追索权纠

纷，案号：（2019）川0112民初6523号

2019年11月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131号公告

除此之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经核实确认后若存在应披露的诉讼事项，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收到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

川0112民初6523号票据追索权纠纷相关资料。 该笔票据追索权纠纷，若法院最终判决

上市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将对公司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2、截至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1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额度

为22684.3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11万元；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

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川0112民初6523号案件传票、原告民

事起诉状、证据清单等材料；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

000736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

2019-153

债券代码：

112263

债券简称：

15

中房债

债券代码：

112410

债券简称：

16

中房债

债券代码：

114438

债券简称：

19

中交

01

债券代码：

114547

债券简称：

19

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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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8日14：5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3号院1号楼合生财富广场15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赵晖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本公司股份总数为534,948,992股，本次股东大会中，议案（一）和议案（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34,948,992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342,642,939股。

具体情况如下：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 代表股份285,239,4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

83.25%。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7,403,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16.75%。

3、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4人，代表股份253,2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0.07%。

（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

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关于为佛山中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342,593,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49,5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03,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49,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5� %。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二）审议《关于为佛山香颂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342,593,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49,5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03,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49,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5� %。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焦健、陈思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

600072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编号：临

2019-076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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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九院” ）收到《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2019年度上海市高

端智能装备首台突破专项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沪经信制【2019】859号），为鼓励和引

导装各制造和使用单位合作开展高端智能装各自主创新， 积极研制首台装备投入工程应

用，实现首台业绩突破，提高装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自主化水平，经组织专家评审，同

意将中船九院申报的“风电能源用智能门式起重机装备首台突破” 项目列为2019年度上

海市高端智能装备首台突破专项项目，并予以项目支持资金420万元。 目前，该笔政府补助

支持资金尚未到账。 现将公司2019年度截至本公告日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情况

汇总如下：

表1：影响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统计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发放事由 收款时间 补助金额 类型 发放主体 取得依据

1 扶持资金 2019年2月 105,000.00 与收益相关 上海市金山区财政局 /

2 百强企业纳税表彰奖励 2019年4月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上海普陀区投资促进办公

室

上海市普陀区2018

年度区域发展贡献

二等奖企业

3 真如产业发展专项补助 2019年4月 48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上海市普陀区级财政拨款

内部户

/

4

可调桨底座及细长空心轴加工

关键技术与应用验收款

2019年6月 50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上海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

会

上海市军民融合专

项项目验收证书

5 税费返还 2019年7月 316,903.20 与收益相关 国税总局

国资厅改革【2019】

207号

6

起重机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项目结题结转资金

2019年10月 300,000.00 与收益相关 / /

7 离退休人员补贴 年初至公告日 3,235,946.02 与收益相关

因涉密， 公司已于2018年

度履行豁免披露程序

/

8 单项10万元以内合计 年初至公告日 337,127.93 与收益相关 / /

合计 5,474,977.15

表2：递延收益科目的政府补助统计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发放事由 收款时间 补助金额 类型 发放主体 取得依据

1

技术服务费 （船舶工业工程术

语标准）

2019年5月 216,981.13 与收益相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标标便【2019】

21号

2

收到新型船用生活污水处理装

置研制(工信部参研)转拨款

2019年9月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

有限公司转拨

/

3 科研转拨款 2019年10月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上海江南长兴造船

有限责任公司转拨

/

4

技术服务费 （船舶工业工程术

语标准）

2019年10月 103,773.58 与收益相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标标便【2019】

21号

5

科研转拨款 （极地小型邮轮设

计建造关键技术）

2019年10月 120,000.00 与收益相关

招商局重工 （江

苏）有限公司转拨

/

6

风电能源用智能门起重机装备

首台突破专项立项

2019年11月收

到相关文件，

资金尚未到账

4,200,

000.00

与收益相关

上海市经济与信息

化委员会

沪经信制【2019】

859号

合计 4,940,754.71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均与收益相关，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

助》的相关规定，对上述补助资金进行会计处理。截至目前，上述政府补助资金中的5,474,

977.15元将对公司2019年度利润产生正面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

情况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

600778

证券简称：友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60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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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548号公司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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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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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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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聂如旋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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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7人，董事刘思军先生、吕伟顺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5人，监事陈欣女士、王鹏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石磊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姜胜先生、孙建国先生、赵庆

梅女士、张兵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与新疆领先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商业管理及咨询服务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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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4,895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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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4,895 10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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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拟与新疆领先实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商业管理及咨询服务合

同》的议案

14,195,500 100.00 0 0.00 0 0.00

2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

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的议案

14,195,50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一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没有需要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第二项议案为股东大会

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明律师、邵丽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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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

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2019-045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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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3日、2019年8月

29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

拟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及《关于子公司调整参与华药恒达创富基金份额及变更有限合

伙人暨重新签订合伙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恒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广

州趣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趣道资管” ）、广州市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广州丰南

投资有限公司、曲振林、西藏博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广济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广州华

药恒达创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药恒达创富基金” ）。详细情况详见2018

年12月4日、2019年8月30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子公司拟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

金的公告》、《关于子公司调整参与华药恒达创富基金份额及变更有限合伙人暨重新签订合伙协议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9、2019-040）。

近日，公司收到华药恒达创富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趣道资管的通知，华药恒达创富基金已完成

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取得新营业执照， 且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

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广州华药恒达创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揽月路3号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F区F168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趣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曾昊天）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11日

合伙期限：2018年12月11日至2026年12月10日

经营范围：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

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风险投资；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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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合伙人名称 类型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广州趣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1.25% 货币

广州市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600 20.00% 货币

广东广济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 12.50% 货币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 18.75% 货币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 有限合伙人 500 6.25% 货币

珠海横琴新区恒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00 31.25% 货币

广州丰南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 7.50% 货币

曲振林 有限合伙人 200 2.50% 货币

合计 8,000.00 100%

二、基金备案信息

基金名称：广州华药恒达创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广州趣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编号：SJE214

三、备查文件

1、《广州华药恒达创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

2、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355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

2019-114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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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4月24日和

2019年5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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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8亿

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

及签署相关合同文件，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可

循环滚动使用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和2019年5月17日披露的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和2019-048）。

一、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

2019年8月2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8,000万元向交通银行烟台龙口支行购

买了结构性存款，详细内容请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

2019年11月4日，该结构性存款已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收回本金8,000万

元，取得理财收益757,917.81元，并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2019年11月7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8,000万元向交通银行烟台龙口支行购

买了结构性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三个月（汇率挂钩看涨）

2、认购金额：8,000万元

3、产品成立日：2019年11月8日

4、产品到期日：2020年2月7日，遇非工作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产品收益根据实

际投资期限计算。

5、产品期限：91天

6、浮动收益率范围：3.55%（低档收益率）-3.65%（高档收益率）/年，若汇率观察

日汇率定盘价高于产品成立日汇率初始价800BP, 则整个存续期客户获得的实际年

化收益率为高档收益率，否则获得低档收益率。

7、挂钩标的：EUR/USD汇率中间价（以路透TKFE界面公布的数据为准）。

8、汇率观察日：2020年2月4日，如遇节假日，则取上一个工作日挂钩标的的数值。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尽管上述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本金有充分保证，但收益受金融市场宏

观经济的影响，上述投资产品存在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传递风险、最差可能情

况、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理财产品进行投资。 在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

务部具体实施。 公司财务部将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

断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生，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审部负责审计、监督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定期对

所有理财产品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

的收益和损失。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损益

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通过适度的

低风险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

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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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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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银行烟台

龙口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三个月

8,000 2019-11-08 2020-02-07 否

2

恒丰银行烟台

分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恒银创富-资产管理系列

（A计划）2019年第116期

3,000 2019-11-01 2020-04-01 否

3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烟台龙口

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

司JG1002期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10,000 2019-09-11 2019-12-11 否

4

中国农业银行

龙口经济开发

区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汇利丰” 2019年第5635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6,000 2019-09-04 2019-12-06 否

5

恒丰银行烟台

分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恒银创富-资产管理系列

（A计划）2019年第86期

4,000 2019-09-02 2020-03-02 否

6

交通银行烟台

龙口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91天

8,000 2019-08-05 2019-11-04 是 757,917.81

7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烟台龙口

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

10,000 2019-06-10 2019-09-09 是 950,000

8

中国银行龙口

开发区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

开放理财产品

10,000 2019-05-29 2019-07-03 是 335,616.44

9

交通银行烟台

龙口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

款2个月

10,000 2019-05-31 2019-08-02 是 604,109.59

1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烟台龙口

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

10,000 2019-05-27 2019-08-25 是 950,000

11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烟台龙口

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1期

10,000 2019-04-17 2019-05-22 是 350,000

12

恒丰银行烟台

分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恒银创富-资产管理系列

（A计划）2019年第9期

2,000 2019-04-29 2019-10-29 是 401,095.89

13

兴业银行烟台

分行

闲置募

集资金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

款

4,000 2019-04-30 2019-07-30 是 368,986.30

14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烟台龙口

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

10,000 2019-03-08 2019-06-06 是 964,166.67

15

中国银行龙口

开发区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

开放理财产品

10,000 2019-02-19 2019-05-27 是 1,009,863.01

16

交通银行烟台

龙口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

款3个月

10,000 2019-02-25 2019-05-27 是 972,328.77

17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烟台龙口

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1期

10,000 2019-01-31 2019-03-06 是 370,000

18

兴业银行烟台

分行

闲置募

集资金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

款

4,000 2019-01-30 2019-04-30 是 374,794.52

19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烟台龙口

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

10,000 2019-01-14 2019-04-14 是 1,061,666.67

20

交通银行烟台

龙口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

款61天

10,000 2018-12-19 2019-02-18 是 735,342.47

21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烟台龙口

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1期

10,000 2018-11-21 2018-12-26 是 350,000

22

交通银行烟台

龙口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

款26天

10,000 2018-11-22 2018-12-18 是 260,000

23

中国银行龙口

开发区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

开放理财产品

10,000 2018-11-16 2019-2-19 是 989,041.10

24

恒丰银行烟台

分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恒银创富-资产管理系列

（A计划）2018年第153期

10,000 2018-10-29 2019-1-29 是 1,066,191.78

25

兴业银行烟台

分行

闲置募

集资金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

款

4,000 2018-10-30 2019-01-29 是 398,904.11

26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烟台龙口

支行

闲置募

集资金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2期

10,000 2018-10-11 2019-01-09 是 1,013,611.11

27

中国银行烟台

分行

闲置募

集资金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

开放理财产品

10,000 2018-10-10 2018-11-13 是 358,630.14

六、备查文件

1、购买理财产品协议、理财产品说明及银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