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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22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614900907

证券简称：

*ST

鹏起

*ST

鹏起

B

公告编号：临

2020-086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和变更会议地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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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7月31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Ａ股 600614 *ST鹏起 2020/7/22 －

Ｂ股 900907 *ST鹏起B 2020/7/27 2020/7/22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张朋起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0年6月23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7.58%股份的股东张朋起，在2020年

7月20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

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提案一：《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子公司提供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一、公司预计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情况

序号 子公司名称 预计担保额度（万元）

1 洛阳鹏起实业有限公司 71,000

2 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

上述额度仅为预计最高担保额度（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该担保额度有效期

限自该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经以往股东大会核准已生效且在执行中的相

关担保待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日起可延用，但需按该次议案中额度的要求执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洛阳鹏起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070060033B

法定代表人：宋铁会

注册资本：27,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宇文恺街67号

成立时间：2013年05月29日

经营范围：钛及钛合金、稀有金属材料、金属复合材料、铸件产品、金属制品的技术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技术服务；无机材料、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及其制品、光机电产品、装备的研究、设计、开发和销

售；信息网络的开发、研究；房屋和设备的租赁；无人机的研发、设计、生产、调试及销售安装;从事货物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92,929.32万元，负债总额99,366.46万

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6,076.80万元， 营业收入13,631.7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8,

499.40万元。

2、郴州丰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81661682598J

法定代表人：曹文法

注册资本：25,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资兴市东江街道鲤鱼江镇永丰路1号

成立时间：2007年6月1日

经营范围：环保科技咨询服务，硫酸、氧气、氮气、金、银生产、加工与销售，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有

色金属资源综合利用及环境治理服务。

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195,884.34万元，负债总额193,877.25

万元，净资产2,007.09万元，营业收入149,005.48万元，净利润-31,141.29万元。

三、担保协议情况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该额度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核定

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具体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如有新增或变更的除外。 在相关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担保情况在额度范围内调

整担保方式并签署相关担保文件。前述融资及担保尚需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

合同为准。

四、担保目的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和贷款续贷的需要， 公司对该等公

司的资信和偿还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该等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

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经过审议程序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192,210.36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37.36%，其中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83,593.90万元。 另外，对外担保余额中

逾期担保金额38,498.75万元，其中对子公司担保逾期29,882.29万元。

2、截至2020年6月30日，已公告的未经公司审议程序提供的违规对外担保金额157,488.00万元。

提案二：《关于提名张若愚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目前公司董事会席位一位空缺。 张朋起作为

有权提名人，向公司董事会推荐张若愚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附：《张若愚简历》。

张若愚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先生的女儿，未曾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附：张若愚简历

张若愚，女，汉族，1998年3月出生，复旦大学本科毕业。 先后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管理中

心、上海墨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行业研究部、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审计部、上海交银施罗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实习。

4、其他说明

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上述提议公司2020年度

对子公司提供预计担保额度的事项。

会议召集人收到提案股东张朋起先生《关于提议增加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后，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子公司提供预计担保额度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如

下：

1）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出于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贷款续贷的需求考虑，符合公司经营实际

和整体发展。

2）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审慎对待并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产生的风险，监督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公司应努力降低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3）公司本次提供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由于疫情，考虑到会场大小等原因，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公告的原

股东大会通知中关于召开地点变更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6号会议

室” ，原股东大会通知中其他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7月31日14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6号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7月31日

至2020年7月3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B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3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4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

5 关于2019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的议案 √ √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及制定其报酬标准的议案 √ √

7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

8 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子公司提供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 √

9 关于提名张若愚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2、3、4、5、6、7已经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召开的十届十六次董事会、十届八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相关内容公司已于2020年6月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述议案8、9由单独持股7.58%的股东张朋起先生提议增加，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的“二、增加临时

提案的情况说明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

2、特别决议议案：8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4、5、6、8、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适用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2日

●报备文件：

1、《关于提议增加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子公司提供预计担保额度事项的独立意见》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

授权委托书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7月3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5 关于2019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的议案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及制定其报酬标准的议案

7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8 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子公司提供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9 关于提名张若愚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968

证券简称：海油发展 公告编号：

2020-035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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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0,000万元人民币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CDL00416）

委托理财期限：自2020年7月21日至2020年10月21日

履行的审议程序：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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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资金安全、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

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1,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

诺，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短期理财产品或者结构性存款。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上述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行使投资决策权

并签署相关文件，具体投资活动由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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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

一、 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的“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

间四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CBJ05556）” ，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3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并继

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2）。

上述理财产品于2020年7月20日到期， 公司已收回本金人民币10,000万元， 并取得收益人民币

132.03万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 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可以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现金管理收

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968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6,510.4199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4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3,804,812,565.96元（大

写：叁拾捌亿零肆佰捌拾壹万贰仟伍佰陆拾伍元玖角陆分），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

732,999,999.97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19年6月20日到账，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G11573号）。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是否变

更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项目进度

移动式试采平台建造项目 否 37,600.00 31,512.19 83.81

澳大利亚昆士兰柯蒂斯LNG运输船项

目

否 60,130.83 60,130.83 100.00

中海油太原贵金属有限公司铂网催化

剂迁（扩）建项目

否 13,700.00 6,508.91 47.51

海底管道巡检项目 否 14,718.00 10,040.14 68.22

深水环保项目 否 15,858.59 0.00

装备改造项目 否 18,418.00 4,982.26 27.05

海洋石油111�FPSO坞修项目 否 62,874.58 53,200.09 84.61

偿还借款及银行贷款 否 150,000.00 150,000.00 100.00

合计 373,300.00 316,374.42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2020-017）。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三环

支行

银行结构

性存款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

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

CDL00416）

10,000 1.35%-3.20% 34.03-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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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本型产品，期限为92天，理财产品到期后赎回，该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 在上述投资理财产品期间内，公司财务部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

踪投资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CDL00416）

2、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起息日：2020年7月21日

4、产品到期日：2020年10月21日

5、产品期限：92天

6、委托理财金额：10,000万元

7、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7月21日

8、预计年化收益率：1.35%-3.20%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该笔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为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现金管理的产品仅限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

的短期理财产品或者结构性存款，总体风险可控。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

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资金安全。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现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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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036），与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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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0,100.14 2,838,222.63

负债总额 1,070,828.57 921,655.03

净资产 1,848,064.18 1,863,757.24

项目

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年1-3月

（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3,126.86 68,739.93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2.47%，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金额为1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2020年3月31日）货币资金的比例为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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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负有大额债务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

形。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

下，在资金安全、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度、

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了现金管理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

资回报。

（三）会计处理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公司购买的保本收益浮动型理财产品列报于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

融资产，到期收益列报于利润表中财务费用，具体以审计结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的理财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

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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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

资金安全、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1,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短期理财产品或者结构

性存款。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上述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董

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具体投资活动由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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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

八、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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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6.75 -

2 银行结构性存款 42,400.00 42,400.00 363.36 -

3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6.30 -

4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8.05 -

5 银行结构性存款 42,400.00 42,400.00 391.13 -

6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32.14 -

7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8.36 -

8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132.03

9 银行结构性存款 42,400.00 42,400.00 359.41 -

10 银行结构性存款 40,000.00 - - 40,000.00

11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 - 10,000.00

合计 237,200.00 187,200.00 1,387.53 5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2,4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8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1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1,000.00

总理财额度 61,000.00

特此公告。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306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41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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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注销原因：公司2019年业绩未达到《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规定的第二次解锁条件及13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

将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1,834,500 1,834,500 2020年7月24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 4� 月 2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

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未达

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5）， 自2020年5月21

日起45天内，公司未接到相关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与解锁条件” 中第2.3条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的规定， 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锁条件为

“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5%” ，净利润考核指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本次及其他激励计划实施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若解锁上一年度考核不

合格，激励对象当年度限制性股票的可解锁额度不解锁，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回

购注销。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2211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9年净利润低于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次解锁条件。 公司拟将已授予但尚未达第二次解锁条件和

13名离职人员全部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处理。 回购价格

为 8.43元/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陈少琳等高管3人、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287人（其

中13名离职人员），共计290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834,5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720,5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B882704586），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29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834,500�

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0年7月24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555,000 -1,834,500 1,720,5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7,019,706 0 307,019,706

股份合计 310,574,706 -1,834,500 308,740,206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

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

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符

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回购注销条件；本次回购注销的对象、数量、价格及回

购注销安排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655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证券编码：

2020-048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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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7月20日、7月2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披露了《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风险提示公

告》，不存在泄露信息的行为；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 大变化；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7、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162

证券简称：天风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68

号

天风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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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2020年1月1日至今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51,085,711.15元，已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 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 补助金额 补助项目 发放主体 补助类型

天风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40,031,000.00 促进金融业发展财政扶持金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地区开发管理委

员会

与收益相关

10,051,000.00 促进金融业发展财政扶持金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地区开发管理委

员会

与收益相关

139,000.00 促进金融业发展财政扶持金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地区开发管理委

员会

与收益相关

60,000.00 金融人才补助 济南市历城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与收益相关

30,000.00 金融集聚区入驻奖励 南京河西中央商务区管理委员会 与收益相关

100,000.00 招金引银补助 沛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与收益相关

其他

（注）

674,711.15 / / 与收益相关

合计 51,085,711.15 / / /

注：其他项为各地社保中心对公司总部、子公司及各分支机构的稳岗补贴，由多笔构成，金额较小

汇总列示。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规定，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

公司2020年度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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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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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淄博昭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投资淄博昭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司于2020年6

月2日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淄博昭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展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中投资” ）与石河子市隆泰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隆泰投资” ）、杭州泰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泰格投资”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药业” ）、吴乃奇、徐燕、赖春宝正式签

署完成了《淄博昭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补充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

29日、2020年6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年7月21日，公司收到了淄博昭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通

知，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基金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主要内容如下：

基金名称：淄博昭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备案编码：SLA490

管理人名称：石河子市隆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托管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0年07月20日

公司将根据本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关于申请执行人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杨子善、麦丽筠公证债权文书一案【案号：（2020）粤 0605

执恢 78 号】，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被执行人杨子善持有的

9140000股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南风股份，证券代码：300004，托管单元：长城国瑞，证券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进行第一次公开司法拍卖，本次拍卖的起拍价为 36340640 元【本次拍卖的起拍价为以 2020 年 7

月 20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 5.68元乘以 9140000股乘以 70%】。有关拍卖事宜请自行登录以下网站

浏览（网址：http://sifa.taobao.com/0757/06。

特此公告。

联 系 人：李法官 联系电话：0757-81276064

联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培正横路 3号桂城法庭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佛 山 市 南 海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0 ） 粤 0605 执 恢 78 号 之 一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北源玻璃有限公司78.81%股权、

1698.088713万元债权及实物资产一批（土

地、房屋、构筑物）

6419.08 1769.84

公司主要生产药用玻璃包装产品， 产品覆盖药用钠钙玻璃管、 药用低硼硅玻璃

管、药用中硼硅玻璃管、药用低硼硅玻璃管（棕色）、低硼硅玻璃安瓿、中硼硅玻

璃安瓿、低硼硅玻璃安瓿（棕色）、中硼硅玻璃安瓿（棕色）、钠钙玻璃管制口服

液体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等。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6975.039113

2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117871.33万元债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172.35亩商住用地， 总建

筑面积48.9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18.13万

平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33674

3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22582.94万元债权

89513.26 49673.5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国西部装饰材料物流中心” 项目，

该项目建筑面积259204.69㎡，其中：商业100054.74㎡、酒店7617.5㎡、办公楼

43663.05㎡、公寓37898.01㎡、车库66520.03㎡、配套设施及机备用房3451.36㎡。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72256.52

4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90%股权及5085

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力，公

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746.369

5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矿产资源

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631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