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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7月14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0571

证券简称：信雅达 公告编号：

2020-031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二季度购买理财产品的汇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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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人民币 70,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兴业银行金雪球1号，申万宏源金利二号集合、申万宏源金利三号集合、申万宏源快利7天，瑞银证券中国灵

活策略债券私募基金一号，平安信托汇锦3号，宁波银行启盈智能定期理财，华夏银行1733号定制理财、华夏银行1815号增盈企业定制

理财产品，广发银行物华添宝、广发银行“薪满益足.日薪月益” ，东吴证券汇天益1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一创业汇金稳健收益1期，

财通证券敦信大运钱塘1号、财通证券月月福21号、22号、23号、25号、财通证券华润鑫华2号、6号、18号。

●委托理财期限：一年以内。

●履行的审议程序：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可使用任一时点合计不超过

7亿元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以获得高于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的收益，在上述额度内，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可以滚动使

用。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充分提高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增加公司的

整体收益。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人 产品类型

委托理财产

品类型

委托理财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预计年化

收益率

（%）

实际收回本金金

额（万元）

实际获得收益

（元）

收益类型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结构

化安

排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1,450.00 22 2.10 1,450.00 18,214.03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650.00 19 2.10 650.00 7,105.48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350.00 13 2.10 350.00 2,617.81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300.00 7 2.10 300.00 1,208.22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50.00 5 2.10 50.00 143.84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200.00 18 2.30 200.00 2,268.49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276.00 13 2.30 276.00 2,260.93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1,224.00 14 2.30 1,224.00 10,798.03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800.00 13 2.30 800.00 6,553.42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490.00 12 2.30 490.00 3,705.21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486.00 7 2.30 486.00 2,143.73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1,500.00 11 2.30 1,500.00 10,397.26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1,000.00 13 2.30 1,000.00 8,191.78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550.00 8 2.30 550.00 2,772.60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650.00 1 2.30 650.00 409.59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2,300.00 2 2.30 2,300.00 2,898.63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1,400.00 18 2.30 1,400.00 15,879.45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1,000.00 15 2.30 1,000.00 9,452.05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300.00 8 2.30 300.00 1,512.33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1,500.00 8 2.30 1,500.00 7,561.64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900.00 11 2.30 900.00 6,238.36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600.00 14 2.40 600.00 5,523.29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400.00 7 2.40 400.00 1,841.10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700.00 1 2.40 700.00 460.27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200.00 6 2.40 200.00 789.04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100.00 13 2.40 100.00 854.79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1,298.00 13 2.40 1,298.00 11,095.23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2,702.00 8 2.40 2,702.00 14,213.26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748.00 12 2.40 748.00 5,902.03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152.00 7 2.40 152.00 699.62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4,000.00 4 2.50 4,000.00 10,958.90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100.00 3 2.60 100.00 213.70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100.00 10 2.60 100.00 712.33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2,000.00 6 2.60 2,000.00 8,547.95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200.00 16 3.20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480.00 15 3.20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金雪球1号 2,120.00 9 3.20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申万宏源 券商理财

金利二号集

合

1,000.00 每周二赎 4.79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申万宏源 券商理财

金利三号集

合

5,000.00 每周三赎 4.58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申万宏源 券商理财

金利二号集

合

1,000.00 每周二赎 4.79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申万宏源 券商理财 快利7天 1,000.00 29 4.25 1,000.00 31,438.36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瑞银证券 信托理财

中国灵活策

略债券私募

基金一号

2,000.00 200 5.79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平安信托 信托理财 汇锦3号 2,000.00 152 4.70 2,000.00 391,452.05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平安信托 信托理财 汇锦3号 3,000.00 152 4.70 3,000.00 587,178.08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平安信托 信托理财 汇锦3号 1,000.00 124 4.40 1,000.00 148,273.97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平安信托 信托理财 汇锦3号 2,000.00 123 4.40 2,000.00 296,547.94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平安信托 信托理财 汇锦3号 1,000.00 92 4.00 1,000.00 100,821.91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平安信托 信托理财 汇锦3号 3,000.00 182 4.40 3,000.00 658,191.78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平安信托 信托理财 汇锦3号 3,300.00 185 4.40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平安信托 信托理财 汇锦3号 3,000.00 92 4.00 3,000.00 302,465.75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宁波银行 银行理财

启盈智能定

期理财

1,000.00 100 3.75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华夏银行 银行理财

华夏银行购

买 1733号定

制理财

1,000.00 94 4.30 1,000.00 110,739.72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华夏银行 银行理财

1815号增盈

企业定制理

财产品

1,000.00 116 4.05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广发银行 银行理财 物华添宝 1,000.00 40 3.80 1,000.00 41,643.84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广发银行 银行理财

“薪满益足 .

日薪月益”

2,000.00 13 2.30 2,000.00 16,041.09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东吴证券 券商理财

汇天益10号

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1,000.00 183 4.80 1,000.00 278,860.71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第一创业 券商理财

汇金稳健收

益1期

1,000.00 183 5.00 1,000.00 275,047.43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财通证券 券商理财

敦信大运钱

塘1号

1,000.00 275 6.00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财通证券 券商理财 月月福23号 500.00 35 4.42 500.00 21,670.44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财通证券 券商理财 月月福25号 1,000.00 77 4.55 1,000.00 107,489.64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财通证券 券商理财 华润鑫华2号 1,000.00 64 4.40 1,000.00 75,945.20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财通证券 券商理财 华润鑫华2号 1,000.00 69 4.30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财通证券 券商理财 华润鑫华6号 1,000.00 62 4.25 1,000.00 72,328.77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财通证券 券商理财 华润鑫华6号 1,000.00 63 4.25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财通证券 券商理财 月月福22号 2,000.00 69 3.90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财通证券 券商理财 月月福21号 1,000.00 61 4.00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财通证券 券商理财 华润鑫华2号 2,000.00 69 4.30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财通证券 券商理财

华润鑫华18

号

1,000.00 67 4.00 未到期 未到期 浮动收益型 否 无

累计 82,076.00 55,976.00 3,700,281.07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对本次委托理财进行严格的评估、筛选，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可控，本次委托理财评估符合公司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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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兴业银行*金雪球1号

产品代码 07810011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3月10日至2020年6月30日

赎回日期 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7月9日

购买金额 50-4000万元不等，滚动购买总计34笔33276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2.1%、2.3%、2.4%、2.5%、2.6%、3.2%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0.5%

产品名称 申万宏源*金利二号集合

产品代码 A50560

合同签署日期 2019年12月17日、2020年3月3日

赎回日期 每周二可赎回

购买金额 1000万元、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79%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申万宏源*金利三号集合

产品代码 A50561

合同签署日期 2019年12月25日

赎回日期 每周三可赎回

购买金额 5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58%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申万宏源*快利7天

产品代码 A50X03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3月26日

赎回日期 2020年4月24日

购买金额 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25%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瑞银证券*中国灵活策略债券私募基金一号

合同签署日期 2019年12月18日

赎回日期 2020年7月5日

购买金额 2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5.79%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0.5%

产品名称 平安财富*汇锦债券投资基金3号

合同签署日期

2019年11月29日、2019年12月6日、2019年12月11日、2019年12月26日、2019年12月31日、2019年

12月31日、2020年2月28日、2020年3月2日

赎回日期

2020年4月29日、2020年5月6日、2020年4月13日、2020年4月27日、2020年4月1日、2020年6月30

日、2020年8月31日、2020年6月2日

购买金额 2000万元、30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元、3000万元、3300万元、3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0%-4.7%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宁波银行*启盈智能定期理财

产品代码 610015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3月25日

赎回日期 2020年7月3日

购买金额 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3.75%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华夏银行*1733号定制理财

产品代码 201011503001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2月18日

赎回日期 2020年5月22日

购买金额 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30%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华夏银行*1815号增盈企业定制理财产品

产品代码 C1030420A001075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5月29日

赎回日期 2020年9月22日

购买金额 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05%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广发银行*物华添宝

产品代码 XJXCKJ10131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4月3日

赎回日期 2020年5月13日

购买金额 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3.8%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广发银行*薪满益足.日薪月益

产品代码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5月15日

赎回日期 2020年5月28日

购买金额 2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2.3%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东吴证券*汇天益1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UBS03A

合同签署日期 2019年12月18日

赎回日期 2020年6月18日

购买金额 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8%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第一创业*汇金稳健收益1期

产品代码 SZ1563

合同签署日期 2019年12月18日

赎回日期 封闭期3个月后可赎回

购买金额 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5%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财通证券*敦信大运钱塘1号私募债券投资基金

产品代码 SJG160

合同签署日期 2019年12月12日

赎回日期 2020年9月12日

购买金额 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6%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0.8%/年

产品名称 财通证券*月月福21号

产品代码 C43366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5月28日

赎回日期 2020年7月28日

购买金额 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00%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财通证券*月月福22号

产品代码 C43382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赎回日期 2020年7月7日

购买金额 2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3.9%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财通证券*月月福23号

产品代码 C43394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3月3日

赎回日期 2020年4月7日

购买金额 5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42%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财通证券*月月福25号

产品代码 C43406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3月10日

赎回日期 2020年5月26日

购买金额 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55%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财通证券*华润鑫华2号

产品代码 T11667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3月16日、2020年5月19日、2020年5月19日

赎回日期 2020年5月19日、2020年7月27日、2020年7月27日

购买金额 10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4%、4.3%、4.3%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财通证券*华润鑫华6号

产品代码 T12054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4月14日、2020年6月15日

赎回日期 2020年6月15日、2020年8月17日

购买金额 1000万元、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25%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产品名称 财通证券*华润鑫华18号

产品代码 T12371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7月2日

赎回日期 2020年9月7日

购买金额 1000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4.0%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主要为银行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资金池、券商理财资金池、信托资金池、债券基金等。

（三）风险控制分析

为控制投资风险，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品种为风险低、期限短的理财产品。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

况良好、盈利能力强的金融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

责任等。

公司将密切跟踪购买产品的进展情况，对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基本信息

本次委托理财，以下受托方为已上市金融机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1166）、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600015）、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142）、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1108）、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代码：601555）、申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166）、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79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非上市金融机构，均已取得合法合规的理财、信托、基

金等相关金融执照，其财务指标暂未公示，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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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8日

王滨 1,968,719.63

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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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银监会等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否

平安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1984年11

月19日

姚贵平 1,300,000.00

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

信托；有价证劵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

托；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

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经营企业资产的

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

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

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

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

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

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

同业拆借；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

平安保险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否

瑞银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2006年12

月11日

钱于军 149,000.00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

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代销金融

产品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瑞士银行有限公司、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 国电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北京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否

（二）上述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或其他关系。

（三）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公司已对上述受托方、资金使用方等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信用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上述交

易各方当事人符合公司委托理财的各项要求。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08,165,365.95 1,398,610,698.37

负债总额 496,900,315.26 426,223,72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6,230,699.13 917,180,535.05

项目

2019年1-12月

（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01,547.82 -165,395,595.41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 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

险的理财产品投资业务，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为11,044.51万元，本次委托理财资金余额数为26,1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

比例为236.32%，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0�万元。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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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二）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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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

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安全性较高的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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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投资理财产品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公司在

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可使用任一时点合计不超过7亿元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以获得高于银行活期存款利息

的收益，在上述额度内，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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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性存款 116,266 147,396 138.48 2,800

2 银行理财 12,000 13,000 139.80 2,000

3 券商理财 69,800 70,800 251.00 1,6000

4 信托理财 33,800 32,500 357.44 5,300

合计 231,866 263,696 886.72 26,1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5,7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8.29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4.8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6,1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3,900

总理财额度 70,000

特此公告。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165

证券简称：荣晟环保 公告编号：

2020-059

债券代码：

113541

债券简称：荣晟转债

转股代码：

191541

转股简称：荣晟转股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3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6,262,408.77元，共

计转增70,941,776股，本次转股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48,296,215股。 上述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5月20日实施完毕（公告编号：

2020-041）。 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了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同意公司对注册资本和《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近日，公司已完成本次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现已取得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0987081Q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浙江平湖经济开发区镇南东路588号

5、法定代表人：冯荣华

6、注册资本：贰亿肆仟捌佰贰拾玖万陆仟贰佰壹拾伍元

7、成立日期：1998年11月09日

8、营业期限：1998年11月09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电力业务经营（范围详见《电力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2029年8月31日）。 纸张、包装装潢材料、箱包的制造、加工，

五金配件的销售，废纸收购，生产、供应：热力，经营进出口业务，环保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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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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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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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事、高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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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董事、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前，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副总经

理冯军持有公司股份59,067,3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18%；股东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立茂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23,019,6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4%；股东、董事郝文彦持有公司股份40,357,749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2.18%。冯军、立茂投资、郝文彦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2,444,72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60%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冯军、立茂投资、郝文彦因偿还金融机构借款，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180日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减持不超过13,358,636股、12,067,694股、11,670,

740股股份，合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2%

●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关于减持窗口期、减持比例限制等相关规定执行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冯军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59,067,300 3.18% 非公开发行取得：59,067,300股

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3,019,677 1.24% 非公开发行取得：23,019,677股

郝文彦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40,357,749 2.18% 非公开发行取得：40,357,749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冯军 59,067,300 3.18%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3,019,677 1.24%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郝文彦 40,357,749 2.18%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合计 122,444,726 6.60% —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高管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冯军 3,000,000 0.16%

2019/12/3 ～

2019/12/3

3.24-3.24 2019年12月10日

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016,600 0.65%

2019/9/5 ～

2020/6/23

2.44-3.78 2019年12月10日

郝文彦 1,760,900 0.09%

2020/1/2 ～

2020/1/10

3.57-3.78 2019年12月10日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冯军

不超过：13,358,

636股

不 超 过 ：

0.72%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13,358,636股

2020/8/4 ～

2021/1/29

按市场价格

非公开发行

股票

偿还金融机

构借款

上海立茂投资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不超过：12,067,

694股

不 超 过 ：

0.65%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12,067,694股

2020/8/4 ～

2021/1/29

按市场价格

非公开发行

股票

偿还金融机

构借款

郝文彦

不超过：11,670,

740股

不 超 过 ：

0.63%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11,670,740股

2020/8/4 ～

2021/1/29

按市场价格

非公开发行

股票

偿还金融机

构借款

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关于减持窗口期、减持比例限制等相关规定执行。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股东及董事、高管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以股东的实际资金需求情况为依据，若减持期间内，股东的实际资金需求、二级市场股票

价格走势等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则存在减持计划无法如期、如量实施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0-072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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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注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及SHR-1316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

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一）注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

1、药品名称：注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

剂型：注射剂

受理号：CXHL2000213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0年5月12日受理的注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ICU机械通气镇静的临床试验。

2、药品的其他情况

注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是一种短效的GABAA受体激动剂，已获批的适应症为常规胃镜检查镇静和结肠镜检查镇静。 经查询，

国内外尚无同适应症同类产品上市销售。 Paion� AG公司开发的瑞马唑仑的苯磺酸盐，2018年12月在日本授权萌蒂制药提交上市申

请，2019年4月在美国提交新药申请，2020年7月美国FDA批准苯磺酸瑞马唑仑用于程序镇静的诱导与维持。 宜昌人福（Paion� AG公

司授权）于2018年11月15日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苯磺酸瑞马唑仑上市申请，目前状态为“在审评审批中” 。

截至目前，该产品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8,018万元人民币。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

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二）SHR-1316注射液

1、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SHR-1316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受理号：CXSL2000071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0年4月10日受理的（SHR-1316�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同意（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可切除的II期或III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试验。

2、药品的其他情况

SHR-1316作为PD-L1单抗药物，可以解除PD-L1介导的免疫抑制效应，增强杀伤性T细胞的功能，发挥调动机体免疫系统清除

体内肿瘤细胞的作用。 SHR-1316为公司自主研发产品。 经查询，SHR-1316目前国外有同类产品Atezolizumab（商品名Tecentriq

R）、Avelumab (商品名BavencioR) 和Durvalumab (商品名ImfinziR ) 于美国获批上市销售。 2019年12月，Durvalumab (商品名

ImfinziR ) 在国内获批上市。 国内有CS1001等多个同类产品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经查询，2019年Atezolizumab、Durvalumab和

Avelumab全球总销售额约为35.08亿美元。

截至目前，该产品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为15,563万元。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

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二、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

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

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20-28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教育书店发起设立公司进展

暨南方子衿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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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拟发起设立广东南方子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340万元与关联方广东南方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他3家法人主体共同作为发起人设立广东南方子衿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南方子衿公司” ），占其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34%。 董事会

授权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全权办理上述发起设立广东南方子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6月24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

2020-20）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南方子衿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工作，并取得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相关

信息如下：

名称：广东南方子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UNPML62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37号3701单元

法定代表人：崔中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成立日期：2020年7月8日

营业期限：2020年7月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包括：包装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艺（美）术装裱、

封装服务;文化推广（不含许可经营项目）;广告业;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科技项目代理服务;互联网商

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软件测试服务;包装装潢设计服务;多媒体设计服务;动漫及衍生产品设计服务;模型设计服务;美术图案设计服务;百货零售

（食品零售除外）;;图书批发;图书、报刊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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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南方子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20--29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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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净利润

盈利：16,400万元—18,2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0%—100%

盈利：9,10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14,800万元—16,2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0%—130%

盈利：7,03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5元—0.28元 盈利：0.12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上半年公司业绩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各业务板块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造成的不利

影响，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教育发行板块圆满完成春季教学用书发行工作，积极抓好市场教辅和幼儿教育材料拓展工

作；食品板块科学谋划，积极拓展自主品牌产品营销渠道，确保了冻品的社会供应和交易市场正常运营；农牧板块继续延续

去年的良好发展势头，有力化解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和影响，抓住机遇，推动企业实现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主要产品量价齐

升。 综合各种因素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上升，导致公司合并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同比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根据目前经营情况等数据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467

股票简称：好 当 家 公告编号：临

2020-024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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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好当家集团” ） 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602,525,190股， 占公司总股本1,460,994,304股的

41.24%。

●本次解质押后，好当家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372,850,000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61.88%，占公司总股本的25.52%。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好当家集团的通知， 好当家集团于2020年7月13日办理了解质押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份解质押的情况

好当家集团于2020年7月13日将其质押在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475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进行了购回交易，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押股份 4,75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7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3%

解质时间 2020年7月13日

持股数量 602,525,190股

持股比例 41.2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72,85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1.8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52%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好当家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质押

前累计质押

数量

本次解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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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好当家集团

有限公司

602,525,

190

41.24

%

377,600,

000

372,850,

000

61.88% 25.52% 0 0 0 0

三、好当家集团预计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1、好当家集团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8,085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0.02%，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12.38%，对应融资余额为17,1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20,285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3.6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88%，对应融资余额为17,100万元。

2、好当家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可控，到期后好当家集团以自有

资金偿还，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好当家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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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好当家集团股票质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好当家集团股票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对股东向上市公司委派董事席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

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质押股份不会对其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386

证券简称： 广东骏亚 公告编号：

2020-040

广东骏亚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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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2019年11月19日至2020年7月10日，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累计获得的政府补助共

计6,890,715.59元，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2,790,900.00元，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4,099,815.59元，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1.84%。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获得补助单位 补助项目 金额 补助时间 补助类型

1 龙南电子 龙南商务局外贸发展扶持资金 39,479.00 2019-11-19 与收益相关

2 长沙牧泰莱 企业专利申请补助金 4,000.00 2019-11-28 与收益相关

3 龙南电子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 30,000.00 2019-12-02 与收益相关

4 龙南电子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 21,000.00 2019-12-17 与收益相关

5 公司 出口信用保险补助 41,693.00 2019-12-20 与收益相关

6 公司 第三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奖励 150,000.00 2019-12-20 与收益相关

7 公司 技术改造奖励补助 566,600.00 2019-12-23 与资产相关

8 龙南电子 就业资金4050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70,339.50 2019-12-24 与收益相关

9 龙南电子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 25,000.00 2020-01-14 与收益相关

10 龙南精密 2019年赣州市智能制造专项奖励资金 1,200,000.00 2020-01-15 与收益相关

11 广德牧泰莱 三重一创补助（经建科） 218,300.00 2020-01-21 与收益相关

12 长沙牧泰莱 稳岗补贴 72,170.69 2020-2-21 与收益相关

13 惠州数字 企业稳岗补贴 21,455.72 2020-03-13 与收益相关

14 惠州数字 专利费补助 26,400.00 2020-03-26 与收益相关

15 公司 专利费补助 32,700.00 2020-03-26 与收益相关

16 深圳牧泰莱 社保稳岗补贴 48,197.60 2020-03-13 与收益相关

17 深圳牧泰莱 专利补助 4,000.00 2020-03-27 与收益相关

18 公司 5G应用PCB技术改造补助 1,462,300.00 2020-04-10 与资产相关

19 龙南电子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 33,900.00 2020-04-15 与收益相关

20 龙南精密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 6,000.00 2020-04-15 与收益相关

21 广德牧泰莱 稳定就业补贴 11,800.00 2020-05-09 与收益相关

22 广德牧泰莱 小微补贴 40,000.00 2020-05-11 与收益相关

23 广德牧泰莱 2019年度第一批工业扶持资 30,000.00 2020-05-12 与收益相关

24 长沙牧泰莱

2019年工业信息化类小巨人企业贷款

贴息补贴

500,000.00 2020-05-28 与收益相关

25 长沙牧泰莱 长沙市科技计划项目 300,000.00 2020-05-01 与收益相关

26 龙南电子 就业资金4050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22,039.71 2020-05-19 与收益相关

27 龙南精密 就业资金4050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4,220.37 2020-05-19 与收益相关

28 龙南电子

拨付2018年江西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第十一批）

27,900.00 2020-06-02 与收益相关

29 龙南精密 就业局网络招聘补贴 5,000.00 2020-06-04 与收益相关

30 龙南电子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 57,600.00 2020-06-28 与收益相关

31 龙南电子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 8,500.00 2020-06-22 与收益相关

32 深圳牧泰莱

2020年技术改造投资项目第一批拟资

助计划-高精密自动化PCB板生产线技

术改造补助

270,000.00 2020-06-24 与资产相关

33 深圳牧泰莱

2019年度企业研究开发资助计划第一

批资助

492,000.00 2020-06-29 与资产相关

34 公司

惠州市2019年度省工业企业上云上平

台服务券奖补项目

200,000.00 2020-07-03 与收益相关

35 深圳牧泰莱 企业复工防控补贴 38,000.00 2020-07-08 与收益相关

36 龙南电子 工业结构调整专项奖 256,580.00 2020-07-10 与收益相关

37 龙南柔性 工业结构调整专项奖 389,030.00 2020-07-10 与收益相关

38 龙南精密 工业结构调整专项奖 164,510.00 2020-07-1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6,890,715.59 - -

注：“龙南电子” 指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南骏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数字” 指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骏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龙南精密”指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南骏亚精密电路有限公司；

“龙南柔性” 指公司全资孙公司龙南骏亚柔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德牧泰莱” 指公司全资孙公司广德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牧泰莱” 指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牧泰莱” 指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补助均已到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 本次公告的

政府补助将对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情况仍需以审计机构年

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详见公司定期报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骏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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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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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公告日，博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85,496,9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84%。本次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后，博

汇集团累计质押数量为308,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79.90%，占公司总股本的23.04%，剩余未质押股份数量为

77,496,958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汇集团” ）的通知，将其所

持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并进行了再次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22,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7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5%

解质（解冻）时间 2020年7月10日

持股数量 385,496,958

持股比例 28.84%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267,000,00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9.26%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97%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用于后续质押,详情请见下文。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 是

本次质押股数 41,000,000

是否为限售股 否

是否补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0年7月13日

质押到期日 2021年7月12日

质权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6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07%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用于自身生产经营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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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 385,496,958

持股比例 28.84%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 267,000,000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 308,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9.9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0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量 0

已质押股份中冻结股份数量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中限售股份数量 0

未质押股份中冻结股份数量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 博汇集团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54,50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4.1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8%，对应融资余额15,771.7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的质押股份数量为73.500.000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9.0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50%，对应融资余额26,769万元。

博汇集团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博汇集团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其经营利润、自有资金、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

2、博汇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博汇集团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博汇集团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

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权质押事项不存在影响博汇集团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 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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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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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2020年1月1日至

2020年6月30日

上年同期

2019年1月1日至

2019年6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2,800万元-3,200万元

盈利：3,238.2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3.53%-1.1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29元-0.033元 盈利：0.034元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上半年，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重大变化、经济下行压力和市场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等

外部环境，公司上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坚持在常态化疫情中抓好公司经营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围绕新材料主业

定位，扎实做好疫情物资供应、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经营发展、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公司今年经营改革发展目标任

务，公司总体经营保持平稳。

四、 其他相关说明

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的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作出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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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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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0年1-6月，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佛塑科技” )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共1,071.13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获得补助

主体

补助项目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会计处理

方法

补助金额

佛塑科技

2018年度高新技术

企业树标提质扶持

资金

《佛山市禅城区经济和

科技促进局关于下达

2018年度高新技术企业

树标提质扶持资金的预

通知》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155.46

2020年支持工业及

批发业复工复产稳

定发展的扶持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

市禅城区支持工业及批

发业复工复产稳定发展

的扶持办法的通知》佛

禅府办〔2020〕8�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65.00

广东合捷国际供应

链有限公司

2019年度航运物流

业企业奖励扶持资

金-非总部企业经营

贡献

关于2019年度航运物流

业企业奖励拟兑现名单

公示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72.00

2019年度航运物流

业企业奖励扶持资

金-物流补贴

关于2019年度航运物流

业企业奖励拟兑现名单

公示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35.10

一带一路航运枢纽

奖

南沙“一带一路” 亚洲航

运枢纽扶持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215.00

佛山金万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获奖市级配

套资金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印发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关

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实施细则》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 递延收益 100.00

其他小额

补助

- -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递延收益 228.57

合计 1,071.13

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活动有关，不具有可持续性；补助均以现金形式发放，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资金已全部到

位。

二、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计入本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共946.13万元，包括上述政府补助在

本期转入其他收益的 720.39万元和以前年度确认为递延收益、在本期转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225.74万元。

上述政府补助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0年度损益的影响须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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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