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12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3月14日 星期六

A

股代码：

600015 A

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2020

—

06

优先股代码：

360020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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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3月12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0年2月28日以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5人，现场出席会议董事2人，王洪军

副董事长，李剑波、刘春华、马晓燕、邹立宾、张巍、曾湘泉、于长春、肖微、陈永宏、杨德林、王化成董事通过电话连

线出席会议。 任永光董事因公务缺席会议，委托张健华董事行使表决权。 有效表决票15票。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田英、林新、武常岐、马元驹、孙彤军、王立英

监事，宋继清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由李民吉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提名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名王洪军先生、邹立宾先生、罗乾宜先生、马晓燕女士、谢一群先生、张巍先生、邹秀莲女士为第

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李民吉先生、张健华先生、关文杰先生、王一平先生、宋继清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丁益女士、郭庆旺先生、赵红女士、宫志强先生、吕文栋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监管规定，在新当选的独立董事依法依规履行相关程序正式就任前，本届部分独立董事将

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以确保本行董事会成员结构始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规定。 新当选董事的任

职资格需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任职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生

效。 连任董事的任职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投赞成票。

会议同意上述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对李剑波先生、刘春华女士、任永光先生、曾湘泉先生、于长春先生、肖微先生、陈永宏先生、杨德林先生、

王化成先生在担任本行董事期间所展现的敬业精神和对本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并致以崇高敬

意。

特此公告。

附件：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4日

附件：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民吉，男，1965年1月出生，正高级经济师。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经济学硕士，华中科技大

学工商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 曾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北京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中国信托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 现任中共北京

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洪军，男，1969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总会

计师；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金部部长、财务总监、董事。 现任首钢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张健华，男，1965年3月出生，管理学博士，研究员。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财务租赁公司

监管处副处长、处长；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监管三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财政税收研究处

处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兼

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局长；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 现任华夏银行党委

副书记、董事、行长。

罗乾宜，男，1965年9月生，博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曾任中国兵器工业

总公司财务会计局副处长；中国燕兴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财会审计部主任；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兼任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兼任兵工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现任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组成员。

谢一群，男，1961年3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温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浙江省

分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驻法国马赛保险理赔代理部经理；中国保险（卢森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保险

（英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保险新加坡分公司、太平保险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兼新加坡机构重组筹备委

员会主任；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常务董

事、副总经理；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及中国太平保险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董事、执行董事。现任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党委委员，兼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董

事长、总裁、党委书记。

关文杰，男，1970年10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曾任华夏银行青岛支行计划财会处副处长（主持工

作）、处长，华夏银行青岛分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华夏银行青岛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华夏银行青岛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华夏银行会计部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计划财务部总经理、首席财务官、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兼金融市场

部总经理。 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常委、副行长、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官。

王一平，男，1963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国家能源部办公厅秘书处秘书；国家煤炭工业部

办公厅秘书处部长秘书（正处级）；国家煤炭工业局办公室秘书处秘书（正处级）；中煤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

裁助理；华夏银行企业金融部副总经理、金融同业部总经理，华夏银行太原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现任华夏银行党

委常委、副行长。

宋继清，男，1965年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副处级调研员，北京市门头沟区地

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兼区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区国有资产

管理局局长；北京市门头沟区区长助理兼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区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区国有资

产管理局局长；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金财务部副主任、办公厅副主

任、办公厅主任、信息研究部主任；华夏银行副首席财务官兼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华夏银行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

官兼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华夏银行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官兼发展研究部总经理；华夏银行首席财务官兼发展研

究部总经理；华夏银行营销总监兼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华夏银行营销总监兼办公室主任。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委员、

董事会秘书兼办公室主任。

马晓燕，女，1969年7月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河南省电力公司审计部副主任；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总会计师、党组成员；国家电网公司金融资产管理部（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资产处处长；英大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 现任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织负责人。

邹立宾，男，1967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曾任首钢国贸部马来西亚处、海外总部合资处、国贸

部合资处、经贸部外经处业务员，实业发展部合资联营管理处专业员；首钢总公司资本运营部上市公司管理处处

长助理、副处长；博迪投资有限公司副处长；首钢新钢有限公司计财部资金处副处长；首钢总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

助理、副部长，投资管理部部长，计财部部长。 现任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财务部部长。

张巍，男，1975年4月出生，博士研究生，经济师。 曾任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综合处高级经理；中国人

民保险集团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秘书处高级经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局（监事会

办公室）总经理助理兼总裁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秘书处高级经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局（监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兼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秘书处高级经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局（监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金融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中国人民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共享部总经理。

邹秀莲，女，1965年11月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曾任财政部综合司房改处主任科员，香

港京泰实业集团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中广传播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

理，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丁益，女，1964年5月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讲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

资管理部副总经理，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华能贵诚信托

有限公司董事长，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红，女，1963年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教授。 曾任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教研室主任、副院长；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经管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 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大

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郭庆旺，男，1964年2月出生，博士研究生，教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

宫志强，男，1972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执业律师。 曾任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法官；北京浩天

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鑫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 现任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董事、高级合伙人。

吕文栋，男，1967年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教授。 曾任山西省太原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职员；科技部知识产权事

务中心职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 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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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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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3月12日在华夏银行大

厦三层第七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9人，现场出席监事1人，

电话连线出席监事8人，有效表决票9票。 到会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孙彤军监事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提名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华士国先生、丁召华先生为第八届监事

会股东监事候选人，林新先生、武常岐先生、马元驹先生、祝小芳女士、赵锡军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

人。 职工监事4名，由本行职工代表大会另行选举产生。

会议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李连刚先生、田英女士、成燕红女士、李琦先生、王立英女士在担任本行监事期间所展现的敬业精神

和对本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

特此公告。

附件：第八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3月14日

附件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候选人简历

华士国，男，1971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工程师。 曾任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昆明红塔木业副总经理、总经理；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物业管理科副科长、机电建材科副科长；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资产部部长助理。 现任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资产部副部长。

丁召华，男，1973年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区域财务总

监、区域总经理、集团财务总监。 现任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林 新，男，1966年10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律师。 曾任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律师、北京市众明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 现任北京市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武常岐，男，1955年6月出生，博士学历，教授。 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学位项目中心主任、副院

长，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 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光华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经营管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山东

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讲席教授。

马元驹，男，1957年3月出生，博士研究生，教授。 曾在广东省珠海市广播电视大学从事会计教学和科研工作。

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祝小芳，女，1963年6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副教授。 曾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经济信托投资

有限公司世界银行转贷部项目经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直接投资部副总经理；英联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

理；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外债国际专家组项目顾问；Aureos中国投资委员会主席。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汉青高级经济

金融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CFC高级讲师。

赵锡军，男，1963年8月出生，博士研究生，教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助教、讲师；中国人民大学财

政金融学院金融系主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部研究员（借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

融学院副院长。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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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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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计划：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开滦集团” ）计划自2020年2月5日首次增持后的12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以自有资金累计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开滦集团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二级市场公司股票价格波动

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截至2020年3月12日，开滦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31,755,991股，累计增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9999996%，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2020年3月1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开滦集团告知函，开滦集团自2020年2月5日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累计增持公司股份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9999996%，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开滦集团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截至2020年3月12日，开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732,262,65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6.12%，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2020年2月6日，公司披露了《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

告》（ 公告编号：临2020-006），开滦集团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如下：

（一）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进一步维护公司二级市场股价，保护投资者

利益，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

（三）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

（四）本次增持股份的期限：自2020年2月5日首次增持之日起 12�个月内。

（五）本次增持股份比例：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六）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二级市场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

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七）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20年3月12日， 开滦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1,

755,991股，累计增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9999996%，增持总金额为人民币157,762,664.68元。 本次增持

计划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后，开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732,262,6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12%。

四、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开滦集团本次增持公司股份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开滦集团为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具备本次增持的

主体资格；本次增持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可以免于提出豁免申请、

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本次增持已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和上交所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及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

（二）开滦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股份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增持的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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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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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同意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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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含1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进行滚动使用。 此议案于2019年3月15日经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3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2）。

一、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600万元购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以下简称 “中信银

行” ）“共赢利率结构32840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理财产品，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产品名称：共赢利率结构32840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3、产品期限：60天

4、预期年化收益率：1.50%或3.60%或4.00%

5、产品收益计算日：2020年03月13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05月12日

7、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26,000,000元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9、公司与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收益风险：本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产品，中信银行保障存款本金，但不保证具体收益率，由

此带来的收益不确定风险由购买者自行承担，购买者应充分认识购买本产品的风险，谨慎购买。

（2）利率风险：如果人民币市场利率上升，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人民币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购买者将承担

该产品资产配置的机会成本。

（3）流动性风险：本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产品，购买者无提前终止本产品的权利，在本产品存续

期间内，购买者不得提前支取，可能导致购买者在需要资金时无法随时变现。

（4）政策风险：本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发生变化，可能

影响本产品的投资、偿还等环节的正常进行，从而可能对本产品造成重大影响。

（5）信息传递风险：购买者应根据本产品说明书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及时查询相关信息。 中信银行按照本

产品说明书有关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发布产品的信息公告，购买者应根据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及时与产品经

理联系，或到中信银行网站（http://www.citicbank.com/）、营业网点查询，以获知有关本产品相关信息。 如果

购买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购买者无法及时了解产品

信息，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购买者自行承担。 另外，购买者预留在中信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及

时通知中信银行。 如购买者未及时告知中信银行联系方式变更的，或因购买者其他原因导致中信银行在其需联

系时无法及时联系上购买者，可能会由此影响购买者的购买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购买者自行承担。

（6）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从而导

致产品收益降低或损失，甚至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正常进行，进而影响产品的资金安全。“不可抗力”是

指交易各方不能合理控制、不可预见或即使预见亦无法避免的事件，该事件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一方根据本产

品说明书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水灾、其他天灾、战争、骚乱、罢工或其他

类似事件、新法规颁布或对原法规的修改等政策因素。

2、投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产品投资项目

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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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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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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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累计投资金额为20.29亿元（含本次

公告产品2,600万元）。 尚未到期金额26,200万元（含本次公告产品2,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2018年）经

审计总资产的6.62%。 具体如下：

（1） 已经到期的产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成立日 产品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

率

投资金额

（元）

1 单位协定存款 2019年04月03日 90天 3.65% 65,000,000

2

共赢利率结构25327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03月29日 103天 3.75%或4.15% 15,000,000

3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

型人民币理财产品2019年第67期

2019年04月04日 95天 2.95% 44,000,000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19JG1071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

2019年04月15日 91天 4.05%或4.15% 50,000,000

5

共赢利率结构25768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04月12日 103天 3.75%或4.15% 15,000,000

6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4天（挂钩汇率）

2019年04月19日 94天

3.95%-

4.05%

70,000,000

7 灵活存一号 2019年04月26日 90天 3.9875% 24,000,000

8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定向）

2017年第3期

2019年04月28日 93天 3.40% 50,000,000

9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保本

型人民币理财产品2019年第92期

2019年05月06日 92天 2.90% 50,000,000

10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结构性存款

S款特享版

2019年05月06日 92天 3.70%或3.50% 30,000,000

11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结构性存款

S款特享版

2019年05月07日 92天 3.70%或3.50% 60,000,000

12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2019年05月07日 91天 3.05% 10,000,000

13

2019年融智理财·稳定计划19057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9年05月10日 94天 2.70% 50,000,000

14 单位协定存款 2019年05月23日 90天 3.65% 30,000,000

15

共赢利率结构25900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05月24日 103天 3.80%或4.20% 70,000,000

16

共赢利率结构25900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05月24日 103天 3.80%或4.20% 5,000,000

17 灵活存一号 2019年06月10日 98天 3.9875% 30,000,000

18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一号” 2019年07月22日 60天 3.9875% 37,000,000

19 单位协定存款 2019年07月03日 90天 3.80% 67,500,000

20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2019年07月17日 91天 3.80% 50,000,000

21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0天(汇率挂钩看涨)

2019年07月19日 90天 3.90%-4.00% 30,000,000

22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一号” 2019年07月25日 90天 3.9875% 24,000,000

23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定向）

2017年第3期

2019年07月31日 92天 3.40% 50,000,000

24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4天(汇率挂钩看涨)

2019年08月02日 94天 3.80%-3.90% 50,000,000

25

共赢利率结构27906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07月26日 104天 3.73%或4.13% 15,000,000

26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19年08月13日 92天 3.9875% 45,000,000

27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7天（汇率挂钩看涨）

2019年08月13日 97天 3.80%-3.90% 90,000,000

28

共赢利率结构28209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08月09日 104天 3.70%或4.10% 10,000,000

29 单位协定存款 2019年08月23日 92天 3.65% 30,000,000

30

共赢利率结构28853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09月06日 91天 3.70%或4.10% 50,000,000

31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19年09月12日 95天 3.9875% 20,000,000

32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19年09月20日 94天 3.9875% 47,000,000

33

共赢利率结构29060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09月20日 109天 3.60%或4.00% 20,000,000

34 单位协定存款 2019年10月12日 91天 3.65% 59,500,000

35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2019年10月21日 91天 3.75% 50,000,000

36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一号” 2019年10月23日 90天 3.9875% 24,000,000

37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3天（汇率挂钩看涨）

2019年10月22日 93天 3.90%-4.00% 30,000,000

38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随心E”二号

法人拓户

2019年11月05日 93天 3.15% 50,000,000

39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19年11月14日 97天 3.9875% 45,000,000

40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19年12月26日 40天 3.9875% 52,000,000

41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7天（汇率挂钩看涨）

2019年11月12日 97天 3.85%-3.95% 53,000,000

42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0天（汇率挂钩看涨）

2019年11月19日 90天 3.85%-3.95% 55,000,000

43 2019年公司第82期结构性存款 2019年11月22日 91天 3.60%或3.81% 30,000,000

44

共赢利率结构30348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11月15日 110天 3.60%或4.00% 15,000,000

投资金额合计 1,767,000,000

（2）尚未到期的产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成立日 产品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

率

投资金额

（元）

1 湖南三湘银行“灵活存” 2019年12月26日 97天 3.9875% 8,000,000

2

共赢利率结构31150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19年12月27日 105天 3.60%或4.00% 15,000,000

3 通盈叁号 2020年01月17日 90天 3.40% 23,000,000

4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2020年01月20日 91天 3.70% 50,000,000

5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定向）

2017年第3期

2020年02月11日 93天 3.05% 45,000,000

6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97天（汇率挂钩看涨）

2020年02月19日 97天 1.35%-3.80% 50,000,000

7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63天（黄金挂钩看跌）

2020年02月21日 63天 1.35%-3.70% 15,000,000

8 2020年公司第29期结构性存款 2020年03月02日 92天 1.59%或4.22% 30,000,000

9

共赢利率结构32840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2020年03月13日 60天

1.50%或3.60%

或4.00%

26,000,000

投资金额合计 262,000,000

五、备查文件

1、中信银行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3月14日

股票代码：

002706

股票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号：

2020-004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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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海盐众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众为投资”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海盐众为投

资有限公司

是 6400000 68.95% 0.82%

2019年5月

21日

2020年3月

12日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 - 6400000 68.95% 0.82% - - -

二、 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樊剑军 44383494 5.65% 18624200 18624200 41.96% 2.37% 18624200 100% 14663420 56.92%

任思龙 81587946 10.39% 45805000 45805000 56.14% 5.83% 45805000 100% 15385959 43.0%

陈平 44383494 5.65% 17100000 17100000 38.53% 2.18% 17100000 100% 16187620 59.33%

丁发晖 44383500 5.65% 16748000 16748000 37.73% 2.13% 16748000 100% 16539625 59.85%

任思荣 39386406 5.02% 11880400 11880400 30.16% 1.51% 11880400 100% 0 0

合计

25412484

0

32.37%

11015760

0

11015760

0

43.35% 14.03%

11015760

0

100% 62776624 43.60%

三、 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后续

如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风险。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

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号：

2020-005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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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子公司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良信电器（海盐）

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4项发明专利、30项实用新型、7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如

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16�1�0082826.6 一种多极断路器回路结构 发明 2016-2-5 20年 第3699875号

ZL�2016�1�0698333.5

一种增强消除电弧能力的零

飞弧灭弧室结构

发明 2016-8-22 20年 第3702534号

ZL�2016�1�0949677.9

一种插入式断路器安全插拔

用自锁装置

发明 2016-11-2 20年 第3703923号

ZL�2017�1�0103202.2 断路器桥型触头改良结构 发明 2017-2-24 20年 第3702230号

ZL�2018�2�1820908.7

一种互感器线圈状态检测电

路

实用新型 2018-11-6 10年 第10081268号

ZL�2019�2�0364843.8 灭弧室灭弧栅片布局结构 实用新型 2019-3-21 10年 第10089248号

ZL�2019�2�0373154.3

塑壳断路器隔离指示改良结

构

实用新型 2019-3-22 10年 第9942875号

ZL�2019�2�0387941.3

一种断路器接线端子锁定解

锁机构

实用新型 2019-3-25 10年 第9944758号

ZL�2019�2�0383962.8 一种转动操作构造 实用新型 2019-3-25 10年 第9943010号

ZL�2019�2�0383228.1 一种换向离合机构 实用新型 2019-3-25 10年 第9948457号

ZL�2019�2�0806369.X

一种中性线重叠时间可调的

自动转换开关

实用新型 2019-5-30 10年 第10088298号

ZL�2019�2�0859883.X

一种改良的低压开关灭弧装

置

实用新型 2019-6-5 10年 第9937510号

ZL�2019�2�0844421.0

电池供电指示灯型双电源自

动转换开关

实用新型 2019-6-5 10年 第10080717号

ZL�2019�2�0951371.6

一种用于接触器的组合式辅

助触头组

实用新型 2019-6-21 10年 第10092356号

ZL�2019�2�0951372.0

一种用于接触器的辅助触头

组

实用新型 2019-6-21 10年 第10087521号

ZL�2019�2�0968271.4 一种接触器灭弧系统 实用新型 2019-6-25 10年 第10084066号

ZL�2019�2�0968114.3

一种直流接触器的弧触头灭

弧系统

实用新型 2019-6-25 10年 第10093912号

ZL�2019�2�0968115.8

一种接触器灭弧系统的弧触

头联动机构

实用新型 2019-6-25 10年 第10080329号

ZL�2019�2�0980731.5

一种应用于直流高压开关的

灭弧室结构

实用新型 2019-6-25 10年 第10083633号

ZL�2019�2�0968273.3

提升电气开关合闸可靠性的

触头结构

实用新型 2019-6-25 10年 第10093914号

ZL�2019�2�0967349.0 电气开关的触头配合结构 实用新型 2019-6-25 10年 第10087528号

ZL�2019�2�0989311.3

一种直流接触器的动触头组

件及该直流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19-6-26 10年 第10089800号

ZL�2019�2�0989344.8 接触器用转接端子模块 实用新型 2019-6-26 10年 第10085093号

ZL�2019�2�0986168.2 一种断路器储能机构 实用新型 2019-6-26 10年 第10097064号

ZL�2019�2�0996574.7

一种电气开关的储能辅助机

构

实用新型 2019-6-28 10年 第10081355号

ZL�2019�2�1012199.4

断路器位置状态信号输出装

置

实用新型 2019-6-28 10年 第10083462号

ZL�2019�3�0436866.0 断路器（1P-1PN） 外观设计 2019-8-12 10年 第5649421号

ZL�2019�3�0436412.3 断路器（1P-1PN） 外观设计 2019-8-12 10年 第5647259号

ZL�2019�3�0436417.6 断路器（2P-4P） 外观设计 2019-8-12 10年 第5651537号

ZL�2019�3�0436867.5 断路器（3P-3PN） 外观设计 2019-8-12 10年 第5648304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19�3�0342185.8 拓展式家居系统用插座 外观设计 2019-06-28 10年 第5597132号

ZL�2019�3�0342183.9 拓展式家居系统用强电底盒 外观设计 2019-06-28 10年 第5598080号

ZL�2019�3�0342184.3 拓展式家居系统用底盒 外观设计 2019-06-28 10年 第5597131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19�2�0726152.8

一种分励脱扣器接线方式改

良结构

实用新型 2019-5-20 10年 第9935811号

ZL�2019�2�0828843.9

一种用于防带电操作的断路

器翻盖结构

实用新型 2019-6-3 10年 第10084079号

ZL�2019�2�0902317.2

低压断路器灭弧室安装改良

结构

实用新型 2019-6-14 10年 第10084824号

ZL�2019�2�0898403.0 断路器的灭弧装置 实用新型 2019-6-14 10年 第10086552号

ZL�2019�2�0902250.2 断路器的灭弧室 实用新型 2019-6-14 10年 第10080902号

ZL�2019�2�0902248.5 断路器灭弧室 实用新型 2019-6-14 10年 第10079782号

ZL�2019�2�0897766.2 灭弧室 实用新型 2019-6-14 10年 第9946435号

ZL�2019�2�1012200.3 塑壳断路器隔弧件安装结构 实用新型 2019-6-28 10年 第10085804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

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33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理财产品投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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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理财产品投资内容：收回到期理财产品11,000万元，及办理购买理财产品11,000万元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平湖支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收回到期理财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000万元、5,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分别为人

民币6,000万元及5,000万元

●购买的理财产品名称： 广发银行 “薪加薪16号”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上海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

20JG644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购买的理财期限：分别为2020年3月12日-2020年6月3日、2020年3月13日-2020年6月1日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的额度为

不超过7.5亿元(单日最高余额)。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1）。

根据公司第四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同意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理财业务的决议，现将公司及

其子公司近期收回及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并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为了进一步提高

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降低财务成本，为公司和股东获得更高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理财资金来源为：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收回理财产品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新旗滨科技有限公司、孙公司平湖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对

已到期的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6,000万元、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

利固定持有期JG600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14天）5,000万元理财产品本息进行了收回，合计收回理财产

品本金11,000万元(共2笔)，实现收益13.6万元。

2、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受托方名称

（银行名

称）

委托理财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理财本金

金额

预期年化

收益率

预计

收益

存续期

(天)

收益类

型

结构化安排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

款

广发银行“薪

加薪16号”人

民币结构性存

款

6,000

1.5或

4.02%

54.85 83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无 否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

款

利多多公司稳

利20JG6442

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5,000

1.4%或

3.85%

42.78 79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无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投资。

1.投资风险

公司开展的银行理财业务，通过选取低风险、短周期、优方案的银行理财产品，可较大程度避免政策性变化等

带来的投资风险；但尽管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考虑到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

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影响的风险，投资的实际收益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理财业务，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和退出。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

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必要时可外聘人员、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对投资品种、止盈止亏等进行研究、论证，

提出研究报告。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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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银行尽量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合作较多的商业银行进行，对理财业务管理规范，对

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严格，公司通过与合作银行的日常业务往来，能够及时掌握所购买理财产品的动态变化，从

而降低投资风险。

（3）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审计内控部进行日常监督。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

提议召开董事会，审议停止该投资。

（5）公司将依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

损益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符合董事会和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二、 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新旗滨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结构性存款6,000万元

（1） 产品名称：广发银行“薪加薪 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 产品编号：XJXCKJ9897

（3）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4） 结构性存款货币： 人民币

（5） 本金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

（6） 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为 1.5%或4.02%

（7） 结构性存款启动日：2020年03月12日

（8） 结构性存款到期日：2020年06月03日

（9） 结构性存款期限：从结构性存款启动日（含）开始到结构性存款到期日（不含）止，共83天。

（10） 银行工作日：结构性存款到期日、结构性存款收益支付日和结构性存款本金返还日采用中国银行营

业日。

（11） 收益计算基础：A/365

2、全资孙公司平湖旗滨玻璃有限公司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结构性存款5,000万元

（1） 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644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2） 投资期限：79天

（3）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4）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 产品成立日：2020年3月13日

（6） 产品到期日：2020年6月01日

（7） 产品挂钩指标：伦敦银行间美元一个月拆借利率（USD� 1M� LIBOR），当日伦敦时间上午11：00公布

（8） 产品预期收益率（年）：如果在产品观察期的产品挂钩指标始终低于或等于5%，则产品预期收益率为

3.85%/年；如果在产品观察期的产品挂钩指标曾高于 5%，则产品预期收益率为 1.40%/年。

（9） 产品收益计算方式：日收益率＝年收益率/360；每个月30天，每年 360�天，以单利计算实际收益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1、广发银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所募集的资金本金部分纳入该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投资于货币

市场工具（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拆借、回购等）的比例区间为20%~100%、债券（包括但不限于国债，央票，金

融债，短期融资券，企业债，中期票据，公司债）等金融资产的比例区间为 0%~80%，收益部分投资于与美元兑港

币的汇率水平挂钩的金融衍生产品，投资者的结构性存款收益取决于美元兑港币的汇率在观察期内的表现。

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结构性存款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

中期票据、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债券或票据回购等，以及挂钩利率的期权产品。

三、 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

时间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

及实际控

制人

是否

为本

次交

易专

设

广发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1988

年9月

8日

王滨 1,968,719.63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中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

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

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

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从事银行卡业务；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

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外汇

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买卖和

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

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外汇买卖；代理国外信用

卡的发行及付款业务；离岸金融业务；资信调查、咨询、见证

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等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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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否

上海

浦东

发展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1992

年10

月19

日

高国富 2,935,200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

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券;买卖政府债券;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

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外汇存款;外

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

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售汇;买

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外汇买卖;代

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离岸银行业务。 经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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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为上海国

际集团有

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

信集团广

东有限公

司

实际控制

人：无

否

（二）受托方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1、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金额

总资产 236,085,031

净资产 15,850,230

营业收入 5,931,994

净利润 1,069,963

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000）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公司，属于已上市金融机构。

（三）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国内大型商业银行或已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

（四）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本公司之前同受托方保持着理财合作业务关系，未发生未能兑现或者本金、利息出现损失的情形，公司也查

阅了受托方相关工商信息及财务资料，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理财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

四、 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283,755 1,312,605

负债总额 526,749 533,148

净资产 757,005 779,4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638 102,258

公司2019年9月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理财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理财支付的金额（理财本金余额）为 44,000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末货币资金（该

数据未经审计）的比例为62.00%。

公司理财业务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一是公司账户资

金以保障经营性收支为前提，公司开展的理财业务，在确保公司当前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和保证自有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二是公司理财业务并非以中长期投

资为目的，只针对资金统筹管理出现银行账户资金短期闲置时，为提高资金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购买固定收益或

低风险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用于理财的资金周期短，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且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整

体收益和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 投资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

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 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理财事项决策程序。 2019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继续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额度为不超过7.5

亿元(单日最高余额)，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有效，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

公司经营层根据具体投资产品的情况，组织制定理财投资方案，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理财投资方案由

公司经营层负责组织、协调，财务总监牵头实施，公司财务管理部具体操作落实。本事项涉及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2、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

七、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为：公司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资金131,000万元（含本次理财金额，共20笔；其中理财投资单日最高余额为6.7亿元），已收回87,000万元，期

末尚未到期理财产品本金余额为44,000万元（7笔）。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本

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华夏银行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 18.64

2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39.11

3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10,000 10,000 47.92

4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11.41

5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7天

滚动型2014款

3,000 3,000 3.97

6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 8,000 8,000 10.52 -

7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36.49

8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60.62

9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15.67

10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号”W�款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机构

版）（挂钩欧元兑美元区间累计结构）

10,000 10,000 42.74

11 利多多公司稳利 20JG5053�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4.83

12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13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利率）2020年

000229期人民币产品

6,000 6,000

1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20JG5993期

5,000 5,000

1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2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14天）

6,000 6,000 7.47

1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2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14天）

5,000 5,000 6.13

17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8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7,000 7,000

19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20 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644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合计 131,000 87,000 305.52 4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7,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8.8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2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4,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1,000

总理财额度 75,000

八、 备查附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本次办理理财产品的相关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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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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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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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11号保利威座大厦南塔6楼丸美股份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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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1,74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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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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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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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廉明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孙怀庆、财务负责人王开慧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名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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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738,084 99.9990 3,400 0.001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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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741,4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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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958,288 99.7834 783,196 0.2166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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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提名公司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1,738,

084

99.8047 3,400 0.1953 0 0.0000

2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议案

1,741,

4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委托理财的议案

958,288 55.0270 783,196 44.973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忠、王翠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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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