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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

通知于2020年3月6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3月12日在苏州苏站路1588

号世界贸易中心B座21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沈明宏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

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

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张杰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及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

聘任张杰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张杰先生已辞去兼任的上市公司副总裁及财务

总监职务，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3日刊登在指定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及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同意聘任逯鹏先生、程永荣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

罗琳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

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3日刊登在指定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关停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关停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3月13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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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总裁王剑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剑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总裁职务。截至本公告日，王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辞去公司总裁职

务后，王剑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王剑先生辞去公司总裁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根据有关规定，王剑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长沈明宏先生已向第五

届董事会提名新的总裁候选人，公司将在征求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意见并完成资格审核后，尽快召

开董事会聘任新的总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王剑先生在公司担任总裁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其

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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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总裁王剑先生提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 王剑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起生效。 王剑先生辞去总裁后继续留任上市公司，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及提名委员会审核， 公司于2020年3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张杰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副总裁及财务总监的议案》，董事会决

定聘任张杰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杰先生

已辞去兼任的上市公司副总裁及财务总监职务。

经公司总裁提名及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同意聘任逯鹏先生、程永荣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

罗琳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

附件：新任高管个人简历

张杰先生简历

张杰，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1991年起历任中美合

资仪征阿莫科财务部经理，仪化集团公司财务部主管，中国东联石化集团公司资产财务部主管，中国

石化仪化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公司财务部经理，仪化股份公司长丝事业部总会计师，中美合资仪化宇

辉化纤公司财务总监，中国石化仪化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副主任，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兼财务总监，现任公司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张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杰先生不存在下列情形：⑴《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⑵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⑶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⑷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⑸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⑹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逯鹏先生简历

逯鹏，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03年起历任苹果中国中小企业

和零售事业部销售经理、伟仕杰中国副总裁、恒洲集团北京恒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倍升互联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CEO，现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逯鹏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逯鹏先生不存在下列情形：⑴《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⑵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⑶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⑷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⑸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⑹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逯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程永荣先生简历

程永荣，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01年起历任金陵华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多肽化学品部门经理、原料药销售部经理、AKD事业部销售总监、化工事业部销售总监，现

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程永荣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永荣先生不存在下列情形：⑴《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⑵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⑶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⑷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⑸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⑹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程永荣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罗琳女士简历

罗琳，女，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1995年起历任仪化集团公司财务

部财务管理、稽核科副科长；中国石化仪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管理科科长；昆山科世茂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运营总监，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罗琳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罗琳女士不存在下列情形：⑴《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 ⑵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⑶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⑷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⑸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⑹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罗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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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停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20�年3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关停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逐步关停全资子公司南通市纳百园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纳百园化工” ）、镇江润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港化工” ），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全资子公司概况

1、南通市纳百园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如东县洋口化工园区

注册资本：16,889.66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丙二腈、甲醇、盐酸、乙酸溶液[含量＞10%～80%]生产（按《安全生产

许可证》核定范围生产）及上述自产产品的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氰基乙酰胺、三嗪环、氰基频那酮、乙

酰氨基丙二酸二乙脂、AKD(烷基烯酮二聚体)原粉、TRP催化剂（锰络合催化剂）、DBSO（6-6二溴青

霉烷亚砜酸二甲苯酯）、氟化钙溶液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纳百园化工财务经营情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元) 222,597,302.37 167,800,496.66

总负债(元) 76,330,239.36 30,501,817.13

净资产(元) 146,267,063.01 137,298,679.53

资产负债率（%） 34.29% 18.18%

经营业绩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元) 138,871,375.59 51,987,465.77

净利润(元) -9,361,929.22 -11,488,385.66

2、镇江润港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镇江新区龙溪路8号

注册资本：10531.60546万元

经营范围：造纸助剂（造纸施胶剂AKD、湿强剂、造纸润滑剂、造纸分散剂、表面施胶剂、干强剂）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批发（以上经营范围不涉及国家禁止、限制及许可项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润港化工财务经营情况如下：

财务状况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总资产(元) 140,138,450.84 148,243,571.72

总负债(元) 124,475,131.81 136,522,062.75

净资产(元) 15,663,319.03 11,721,508.97

资产负债率（%） 88.82% 92.09%

经营业绩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元) 90,428,143.60 9,458,273.56

净利润(元) -22,585,605.29 -11,971,238.74

二、关停全资子公司的原因

近年来，润港化工和纳百园化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主要原因如下:

1、随着国家化工行业安全环保政策日益趋严,安全环保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各地对化工企业检查

治理标准不断提高，公司不断进行安全环保技术改造，导致生产开工率不足。

２、造纸行业市场需求低迷，传统造纸化学品产能严重过剩，公司造纸化学品销售订单持续萎缩，

产品售价下跌。 同时，化工原材料成本和安全环保成本持续上升，产品毛利水平不断被压缩，毛利率持

续下跌，部分产品亏损严重。

3、技术研发投入不足，产品升级换代及更新落后于竞争对手，导致产品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不

断下降。

经反复论证比较，为减少亏损，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经董事会慎重研究决定，拟在2020年底

前逐步有序关停润港化工和纳百园化工。

三、关停计划

1、2020年4月30日前，关停两家企业现有亏损生产线。

2、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两家企业的其余生产经营业务。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纳百园化工及润港化工逐步关停后，将对相关人员进行妥善安置，对相关资产进行处置、转

让、变现。 与此同时，做好债权债务的梳理和后续跟踪，确保相关事项稳步推进。

（二）纳百园化工及润港化工的关停，将避免子公司更大规模的亏损和资金投入，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鉴于纳百园化工及润港化工经营亏损且无力改善现有经营状态的现状， 公司认真分析了现有精

细化工业务优劣势，拟逐步淘汰部分落后化工产能，有序关停持续亏损的化工生产设施，董事会作出

关停纳百园化工及润港化工的决定。

关停全资子公司决策是基于公司客观情况所做，有利于减少公司亏损，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中

长期利益。 董事会关于本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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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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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南京分行”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0,000万元和11,000万元，共计人民币21,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浦发银行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92天、90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9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并于2019年4月30日召开了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15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

和大额存单以及其他低风险、保本型投资产品，并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募集资金理财使用额度及授

权的有效期为自议案经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3）。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

前提下，利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单以

及其他低风险、保本型投资产品。 本次委托理财有利于增加公司资金收益，同时也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

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情况：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522号文核准，江苏省农垦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采

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价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26,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9.32元，共计募集资金242,32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3,324.8万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228,845.2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5月9日到账，到账情况业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1-21号）。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截至2019年6月30日累计使用金额（万元）

百万亩农田改造建设项目 17,843.97

大华种业集团改扩建项目 2,438.3

农业科学研究院建设项目 333.56

农业信息化建设项目 770.74

金太阳粮油收购项目 35,670.6

补充流动资金 30,134.70

合计 87,191.87

注：1、经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调减“百万亩农田改造建设项目” 投资额度36,654万元用于金太阳粮油收购

项目，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7）。

2、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变更“大华种业集团改扩建项目”部分子项目的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上发布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6）。

3、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暂缓实施“农业科

学研究院建设项目”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关于暂缓实施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宁波银行南京分

行

银行理财产品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10,000 3.3% --

浦发银行南京分

行

银行理财产品 浦发银行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1,000 3.6% --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92天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3% -- 否

90天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6%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购买的是银行发售的低风险、流动性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投资安全性高，风险

可控。 公司始终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关投资的审批

和执行程序，确保投资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资金安全。 具体如下：1.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

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

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

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资产财务部负责对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

使用与保管情况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其进展情况，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

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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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4期人

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起息日 2020年3月16日 2020年3月13日

到期日 2020年6月16日 2020年6月11日

理财本金 人民币10,000万元整 人民币11,000万元整

预期年化收益率 3.30% 3.60%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无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3月12日 2020年3月12日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为债权类保本型理财产品。

（三）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投资产品的额度、期限、收益分配方式、投

资范围详见“重要内容提示之履行的审议程序” ，投资产品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及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形。 相关理财标的不包括以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的银

行理财产品，不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理财产品均不得用于质押。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宁波银行南京分行、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宁波银行（002142）和浦发银行

（600000）分别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985,417,319.83 8,095,592,247.63

负债总额 1,300,928,049.05 1,833,426,621.78

净资产 5,684,489,270.78 6,262,165,625.85

注：截至2019年底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22.65%，货币资金余额为581,308,122.36元、募集资金理

财与自有资金理财余额合计为203,700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尚未到期的余额为人民币143,700万元，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余额为

人民币60,000万元，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与现金理财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54.88%、

22.92%。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合理性、必要性及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正常经营、 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增加公司收益，提高公司

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三）现金管理会计处理方式

公司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的处理方式及依据将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处理，可能影响

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科目、“货币资金”科目，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 科目。

五、风险提示

公司此次进行委托理财，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投资风险可

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现金管理投资中产生市场流动性风险

及产品交易中的信用风险等，可能影响公司各项理财产品收益。 公司将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持续

加强风险控制。

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前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收益总额为5,277.35万

元（税前），未发生逾期未收回本金及收益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万

元）

起止时间

预期年化收益

率

收益金额

（万元）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

有期JG902期

10,000

2018.12.12-2019.

3.12

4.00% 100.00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82013号 50,000

2018.12.13-2019.

3.13

4.20% 517.81

3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北支行

可提前终止结构性存款苏银宁

分结构【2018】540号

12,000

2018.12.20-2019.

3.20

4.00% 120.00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23480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C181T0180）

21,000

2018.12.24-2019.

3.25

4.10% 214.66

5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光

广场支行

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21001120185206）

8,000

2018.12.27-2019.

3.27

4.00% 80.00

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东支行

华夏银行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

性存款产品（HY18230326）

15,000

2018.12.28-2019.

3.29

3.96% 148.09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鼓楼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理财产品【JS855290】

6,000

2018.12.18-2019.

3.29

3.80% 63.09

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大行宫支行

华夏银行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

性存款产品（HY18230340）

17,000

2019.1.3-

2019.4.4

3.96% 167.84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鼓楼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理财产品【JS874989】

3,000

2019.3.6-

2019.5.9

3.10% 16.31

1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北支行

可提前终止结构性存款苏银宁

分结构【2019】086号

5,000

2019.2.18-

2019.6.1

3.90% 56.33

1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结构

性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2期

11,000

2019.3.13-

2019.6.11

3.85% 104.70

12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北支行

可提前终止结构性存款苏银宁

分结构【2019】124号

12,000

2019.3.20-

2019.6.24

3.90% 122.20

1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25286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21,000

2019.3.25-

2019.6.25

3.90% 206.43

1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91060号 51,000

2019.3.15-

2019.6.25

3.90% 555.83

15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光

广场支行

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21001120191306）

8,000

2019.3.28-

2019.6.26

3.90% 78.00

1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鼓楼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理财产品【JS880824】

6,000

2019.4.1-

2019.6.26

3.10% 43.82

1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东支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

品（HY19230725）

14,000

2019.4.3-

2019.6.28

4.00% 131.95

1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大行宫支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

品（HY19230810）

17,000

2019.4.10-

2019.6.28

3.90% 143.50

1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鼓楼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理财产品【JS888987】

3,000

2019.5.10-

2019.7.15

3.05% 16.55

2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北支行

苏银宁分结构【2019】225号 5,000

2019.6.3-

2019.9.3

3.65% 45.63

2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结构

性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2期

10,700

2019.6.12-

2019.9.10

3.70% 97.88

2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27067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21,000

2019.6.25-

2019.9.23

3.95% 204.53

23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北支行

苏银宁分结构【2019】254号 12,000

2019.6.24-

2019.9.24

3.75% 112.50

2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光

广场支行

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21001120192606）

8,300

2019.6.27-

2019.9.25

3.80% 78.85

2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92226号 40,000

2019.6.26-

2019.7.26

3.70% 121.64

2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启盈活期化理财利盈 2�号（保

本）

10,000

2019.6.26-

2019.7.1

2.20% 3.01

2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鼓楼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理财产品【JS898294】

6,000

2019.6.27-

2019.9.27

3.10% 46.88

2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东支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

品（HY19231657）

16,000

2019.7.2-

2019.9.25

3.97% 147.92

2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大行宫支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

品（HY19231657）

12,000

2019.7.2-

2019.9.25

3.97% 110.94

3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92310号 10,000

2019.7.2-

2019.8.2

3.60% 30.58

3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92680号 42,000

2019.7.31-

2019.9.26

3.50% 229.56

3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92772号 10,000

2019.8.7-

2019.10.8

3.30% 56.05

3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鼓楼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理财产品【JS906683】

3,000

2019.8.7-

2019.10.10

2.85% 14.99

3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北支行

苏银宁分结构【2019】417号 5,000

2019.9.9-

2019.12.9

3.65% 46.25

3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利多多公司JG1002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

10,700

2019.9.11-

2019.12.10

3.46% 92.58

3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29183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C195U01FI）

21,000

2019.9.23-

2019.12.23

3.60% 188.48

37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北支行

苏银宁分结构【2019】460号 12,000

2019.9.24-

2019.12.24

3.70% 111.00

38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光

广场支行

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21001120193906）

8,000

2019.9.26-

2019.12.26

3.80% 76.84

3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城东支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

品（HY19232545）

16,000

2019.9.27-

2019.12.27

3.60% 143.61

4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大行宫支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

品（HY19232545）

10,000

2019.9.27-

2019.12.27

3.60% 89.75

4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93233号 42,000

2019.9.27-

2019.10.25

3.30% 106.32

4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93292号 10,000

2019.10.9-

2019.11.12

3.30% 30.74

4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鼓楼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理财产品【JS919513】

3,000

2019.10.10-2019.

12.13

2.90% 15.25

4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93233号 42,000

2019.10.25-2019.

11.25

3.20% 114.15

4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93292号 10,000

2019.11.12-2019.

12.12

3.20% 26.30

4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鼓楼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理财产品

6,000

2019.9.29-

2020.1.4

2.95% 48.01

合计 5,277.35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143,7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2.9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8.6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143,7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6,3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150,000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3466� � � �证券简称：风语筑 公告编号：2020－004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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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民生银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6,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及收益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183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

超过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购买理

财产品，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二）资金来源

本次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6,000万元。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民生银行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6,000 3.9%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183天 保本保证收益型 无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对理财产品进行事前审核与评估风险，及时跟踪所购买产品的进展，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额度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授权额度内

组织实施，授权生效日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3.公司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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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本次委托理财购买的产品为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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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产品期限 183天

认购金额 6,000万元

收益类型 保本保证收益型

预期年化收益率 3.9%

流动性安排 -

支付方式 直接划款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销售所募集资金本金部分按照存款管理， 并以该存款收益部分与交易对手叙作和

USD3M-LIBOR�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的收益类型、银行资质、安全性、流

动性等方面均进行了严格的评估，公司所选择的理财产品均为低风险理财产品，在上述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与

受托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的交易对方民生银行为已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510,046,652.45 3,437,165,809.60

负债总额 1,898,971,209.77 2,034,362,22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11,075,442.68 1,402,803,586.43

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13,146.64 263,773,028.91

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51,788.45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62,282.19万元，本次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为6,0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比例为11.59%，通过适度理财有利于提高公

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理财收益，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公司不

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公司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

他流动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理财产品，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

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因素从而影响预期收益。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

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证

券公司、信托公司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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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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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04.71 -

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04.71 -

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04.71 -

4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204.44 -

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27.21 -

6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86.04 -

7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 - 20,000

8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 - 8,000

9 结构性存款 6,000 - - 6,000

合计 102,000 68,000 731.82 3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8,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7.09%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4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42,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8,000

总理财额度 350,000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 2020-7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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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贺正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为412,63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67%。 贺正刚先生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166,000,000股，占其

持股总数比例为40.2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8%。

●贺正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邦集团” ）合并持有公司

股份2,905,827,80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2.90%。贺正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和邦集团合并质押的股

份数量为2,505,806,603股，占其持股总数比例为86.2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8.37%。

一、本次股份质押展期的具体情况

2020年3月13日，公司收到贺正刚先生关于将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质押展期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的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 押

展 期数量

（股）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补 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展期后 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贺 正

刚

否

166,000,

000

否 否

2019年 3

月4日

2020年 3

月3日

2020年9月

3日

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

公司

40.23% 1.88%

自身生

产经营

2、本次质押展期的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3、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贺正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和邦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

例

本次质押展期

前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展期

后累计质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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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贺正

刚

412,632,000 4.67% 166,000,000 166,000,000

40.23

%

1.88% 0 0 0 0

和邦

集团

2,493,195,

803

28.23%

2,339,806,

603

2,339,806,

603

93.85%

26.49

%

0 0 0 0

合计

2,905,827,

803

32.90

%

2,505,806,

603

2,505,806,

603

86.23% 28.37%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及控股股东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及具

体安排。

和邦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105,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4.32%，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12.51%， 对应融资余额为8.51亿元。 和邦集团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934,

806,603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77.6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1.91%，对应融资余额为14.98亿元。

贺正刚先生除本次质押展期质押的股份外，未来半年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和邦集团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未来上述股票质押期限届满，将采取到期滚动

还款或质押展期两种方式实现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其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投资标的退出、协议

转让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等。

2、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融资成本和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

影响的情况。

（2）截止目前，控股股东质押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况，亦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后续如出现风险，和邦集团将采取包括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

加以应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3）控股股东质押所融资金主要用于自身经营需要，不存在被用作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4、控股股东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和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质押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对外投资等，以满足其业务发展需

要。 控股股东预计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投资标的退出、协议转让、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等。

5、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和邦集团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993年8月5日 13,500

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

镇沙板滩村

对外投资、控股、参股;煤

炭开采、销售

（2）和邦集团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最 近

一年

4,929,200,

909.12

2,858,162,

377.38

2,521,750,

000.00

2,037,412,

377.38

2,071,038,

531.74

107,596,

288.44

94,170,

263.18

-19,860,073.14

最 近

一期

4,874,376,

568.55

2,813,990,

857.39

2,500,

000,000.00

2,341,490,

857.39

2,060,385,

711.16

7,094,

133.91

-10,

470,

794.76

-8,251,497.90

（3）和邦集团偿债能力指标

资 产 负

债率

流动

比率

速动

比率

现金/流动负

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

度（万元）

重大

或有负债

（万元）

债务逾期或违约

记录及其对

应

金额（万元）

对外

担 保

（万元）

57.73% 131.45% 131.38% -0.35% 395,500 0 0 88,000

（4）和邦集团不存在发行债券情况。

（5）和邦集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6）和邦集团现经营状况正常，履约信用良好。 未来和邦集团质押股票期限届满，将采取到期滚动

还款或质押展期两种方式实现控制风险和降低质押率，其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投资标的退出、协议转

让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等，其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6、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和邦集团最近一年为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和邦集团 30,000.00 2019/7/5 2020/7/3 否

和邦集团 10,000.00 2019/10/29 2020/10/28 否

和邦集团 10,000.00 2019/12/19 2020/12/18 否

和邦集团 3,000.00 2019/4/18 2020/4/17 否

和邦集团 3,000.00 2019/8/21 2020/8/20 否

2019年和邦集团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在公司披露的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 （详见公司

2019-26号《和邦生物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本次贺正刚先生股份质押式回购为对前期股份质押式回购的展期，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目前此次

股份质押展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

响。 上述质押展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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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41�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2020-003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寻找玉米高产品种”活动中申报品种测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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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推出一批适应性广、高产稳产的玉米品种，更好地引导农民科学选种

用种，中国种子协会于2019年9月开展了寻找玉米高产品种测产活动。此项活动由企业自主申报，协会组织有关专

家深入西北灌溉区、黄淮海夏播区、东北春播区，对申报该活动的11家企业22个品种进行了现场实地测产验收。

2020年3月12日，中国种子协会在其官网（ http://www.seedchina.com.cn）发布了《关于公布“2019年寻

找玉米高产品种”测产结果的通知》(中种协2020[22]号)。 在本次活动中，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登

海605” 和“登海618” 两个玉米品种表现突出，现场实地测产产量分别位居“2019年玉米高产品种测产结果（黄

淮海夏玉米区）” 第1名和第3名。 《关于公布“2019年寻找玉米高产品种” 测产结果的通知》中公布的测产结果

为：

2019年玉米高产品种测产结果（黄淮海夏玉米区）

序号 申请单位

参选品

种

省份 种植地点 测产时间 测产方式 测产产量/公斤

1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登海

605

山东

山东省平原县桃

园街道驻地高产

田

10月7日 5点取样法 1097

2

北京顺鑫农科种业科技有限公

司

MC81

2

河北

河北省唐山市玉

田县窝洛沽镇孟

二庄村

10月14日 5点取样法 1043.88

3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登海

618

山东

山东省平原县桃

园街道驻地高产

田

10月7日 5点取样法 935.93

4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农华5

号

河南

河南省郸城县虎

岗乡常庄村

9月25日 5点取样法 907.62

5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丰乐

303

河南

河南省沈丘县纸

店镇

9月24日 5点取样法 899.52

6 河南富吉泰种业有限公司

豫单

9953

河南

河南省新乡市新

乡县七里营镇八

柳树村

9月27日 机收 836.05

7 中种国际种子有限公司 C1210 山东

山东省滨州市邹

平县韩店镇实户

村

10月6日 5点取样法 811.02

8 河南顺鑫大众种业公司 玉农76 河南

河南省滑县新区

宣武村

9月26日 5点取样法 801.12

9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农华

221

山东

山东省肥城市边

院镇前黄村

10月6日 5点取样法 800.12

10

河南秋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秋乐

368

河南

河南省鹤壁市钜

桥镇刘寨村

9月28日 5点取样法 786.32

11 中种国际种子有限公司

迪卡

653

河南

河南省鹤壁市淇

滨区钜桥镇姬庄

村

9月27日 5点取样法 768.94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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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政策性搬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政策性搬迁情况概述

根据 《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宁市湟水河沿岸养殖场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 （宁政办

〔2016〕107号）》，依据《青海省湟水流域污染防治条例》、《青海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西宁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宁市禽畜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方案（试行） 的通知》（宁政办〔2017〕143

号）和《湟源县禽畜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区划分方案》（源政办〔2016〕163号）相关要求，兰州庄

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青海圣源牧场有限公司（以下称“青海圣源” ）

所在地已划入畜禽养殖禁养区，被纳入关闭搬迁范围。 青海圣源收到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发布的《限

期关停通知书》。

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策性搬迁相关事项刊登了《兰州庄园牧

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策性搬迁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7）。

二、政策性搬迁进展情况

为尊重西宁市湟源县防治污染工作的部署， 青海圣源积极响应政府工作安排进行了搬迁关停工作

并一直积极与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协商补偿事宜。

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规定，青海圣源因

政策性搬迁遭受经济损失，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应依法予以补偿。 但截至目前西宁市湟源县人民政府

尚未作出任何实质性补偿决定，亦未与青海圣源签订补偿协议。

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和整体利益， 青海圣源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

政起诉状。 2020年3月11日，青海圣源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受

理案件通知书》﹝（2020）青01行初16号）﹞，该行政起诉已由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青海圣源搬迁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涉及搬迁的重大事项及时履行持续性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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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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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海天路1688号海天大楼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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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6,787,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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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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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张静章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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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独立董事沈成德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谢精斌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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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787,714 99.9999 48 0.000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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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选举独立董

事的议案

28,612,032 99.9998 48 0.0002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白维、夏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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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3180� � � � � � � �证券简称：金牌厨柜 公告编号：2020-025

债券代码：113553� � � � � � � �债券简称：金牌转债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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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厦门智小金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厦门金牌厨

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3）。

近日，该全资子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相关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厦门智小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2MA33LXFQ8K

类型：法人商事主体【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厦门市同安区西洲路3003号

法定代表人:�林建旋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0年03月12日

营业期限：自2020年03月12日至2070年03月11日

登记机关：厦门市同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此公告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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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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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自然人刘木桂、翁馨、聂欣、李瑞

佳、陈钟柱、柯培森、杨少艺、付志坤8人共同出资设立厦门市橙鸟美家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

股）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2）。

近日，该控股子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相关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厦门市橙鸟美家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2MA33LU7L8K

类型：法人商事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厦门市同安区工业集中区同安园集和路190号

法定代表人:�温建北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0年03月12日

营业期限：长期

登记机关：厦门市同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此公告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