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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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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96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拟对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

万元的临时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对象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结

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国债逆回购以及其他低风险、保本型投资产品。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利用临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增加公司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系公司临时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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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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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分

行

银行 理 财

产品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款

4,000 3.00% 31.56 96天

保 本 浮

动收益

- 3.00%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年度理财额度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对每一笔理财业务，董事长都在董事会批准并授权的额度内

进行决策。同时，公司制定了相关制度文件，建立理财业务的分级审批形式，对理财业务进行把控。公司也

对理财产品的收益类型、投资类型、理财受托方资质、流动性进行了评估，选择风险较低产品，总体风险可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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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金额 4,000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3.00%

理财期限 96天

起息日 2020年9月3日

到期日 2020年12月8日

产品挂钩标的 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基准价

观察水平及收益率确定方式

产品收益=固定收益+浮动收益

固定收益=本金金额*1.50%*观察期存续天数/365

浮动收益：①若观察日价格大于等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益=本金金额*1.58%*观察期存续天数/365

②若观察日价格小于参考价格且大于等于（参考价格*55%），则浮动收益=本金金额*1.50%*观察期存续天数/365

③若观察日价格小于（参考价格*55%），则浮动收益为零

产品观察日 2020年12月8日，以协议约定为准

是否要求提供担保 否

管理费 无

合同签署日期 2020年9月3日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内嵌金融衍生工具的结构性存款产品，银行将募集的结构性存款资金按照存

款管理，同时以存款收益部分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金融衍生交易投资，所产生的金融衍生交易投资损益

与银行存款利息之和共同构成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

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公司财务

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中心具体操作，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

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审查理财业务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

财务中心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再在每个季度末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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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的交易对方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兴业银行为已上市金融机构，股票代码为：601166

兴业银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上述理财受托方并非为本次交易专设。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6月30日

总资产 2,394,049,968.21 2,454,819,425.57

总负债 1,264,608,883.95 1,306,971,93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2,411,422.49 1,134,489,124.24

2019年度 2020年1-6月

营业收入 1,427,649,292.41 507,233,57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315,511.51 32,931,47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833,577.81 -108,778,976.20

注：上述表格中2020年6月30日的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289,575,930.00元，本次委托理财资金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

货币资金的比例为13.81%，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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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业务， 是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资金周转需求，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造成影响。 公司通过阶段性投资安全

性、流动性较高的较低风险银行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三）会计处理方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

他流动资产，理财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确认的会计处理为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属于保本型低风险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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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 公司及子公司拟对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临时闲置自

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对象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

单、国债逆回购以及其他低风险、保本型投资产品。 在实际投资产品余额不超过投资额度的情况下，相关

资金可以循环使用；单笔最长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前述投资额度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行使有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明

确同意意见。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上的相

关公告：《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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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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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6,000 6,000 17.01

2 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D-1款 5,000 5,000 20.22

3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29.72

4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14.92

5 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D-1款 7,000 7,000 28.00

6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5,000 5,000 41.92

7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4,000 4,000

合计 37,000 33,000 151.79 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7,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5.1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6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6,000

总理财额度 30,000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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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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石家庄市红旗大街南降壁路段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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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80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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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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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张成

锁先生主持，会议对提交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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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宋建玲出席；全部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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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99,004 99.9801% 10,700 0.0199%

2、

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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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07,204 99.9953% 2,500 0.0047%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董事会换届并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3.01 提名张成锁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53,807,204 99.9953% 是

3.02 提名李砚如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53,807,204 99.9953% 是

3.03 提名屈国旺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53,807,204 99.9953% 是

3.04 提名董彩宏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53,807,204 99.9953% 是

4、 关于董事会换届并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4.01 提名姜齐荣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53,807,204 99.9953% 是

4.02 提名张宏亮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53,807,204 99.9953% 是

4.03 提名邓路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53,807,204 99.9953% 是

5、 关于监事会换届并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5.01 提名邱士勇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53,807,204 99.9953% 是

5.02 提名张楠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53,807,204 99.9953% 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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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412,514 99.3976% 2,500 0.6024%

3.01

提名张成锁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412,514 99.3976%

3.02

提名李砚如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412,514 99.3976%

3.03

提名屈国旺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412,514 99.3976%

3.04

提名董彩宏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412,514 99.3976%

4.01

提名姜齐荣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412,514 99.3976%

4.02

提名张宏亮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412,514 99.3976%

4.03

提名邓路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412,514 99.3976%

5.01

提名邱士勇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候选人

412,514 99.3976%

5.02

提名张楠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

选人

412,514 99.397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

意后通过。

议案3-5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分别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非职工监事。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思萌、朱冰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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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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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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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9月4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9月11日下午3:30在科林电气南区办公楼会议室并结

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成锁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选举张成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李砚如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

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委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董事会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委员会成员构成分

别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张成锁先生、李砚如先生、屈国旺先生组成，张成锁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席；

（2）提名委员会由邓路先生、李砚如先生、姜齐荣先生组成，邓路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席；

（3）审计委员会由张宏亮先生、姜齐荣先生、邓路先生组成，张宏亮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席；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姜齐荣先生、董彩宏女士、邓路先生组成，姜齐荣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席。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同意聘任屈国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同意聘任董彩宏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同意聘任宋建玲女士为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同意聘任董彩宏女士、王永先生、任月吉先生、宋建玲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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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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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弃权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9月4日

发出，于2020年9月11日下午3:30在科林电气南区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应出席的监事为3名，实际出

席监事3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邱士勇先生召集并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推举邱士勇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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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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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于2020年9月11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和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选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第四

届监事会主席、聘任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和副总经理的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张成锁先生

副董事长：李砚如先生

非独立董事：张成锁先生、李砚如先生、屈国旺先生、董彩宏女士

独立董事：姜齐荣先生、张宏亮先生、邓路先生

2、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委员会：张成锁先生（委员会主席）、李砚如先生、屈国旺先生

（2）审计委员会：张宏亮先生（委员会主席）、姜齐荣先生、邓路先生

（3）提名委员会：邓路先生（委员会主席）、李砚如先生、姜齐荣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姜齐荣先生（委员会主席）、董彩宏女士、邓路先生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邱士勇先生

非职工监事：邱士勇先生、张楠先生

职工监事：冯东泽女士

上述董事、监事均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均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其他情况，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一致。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总经理：屈国旺先生

财务总监：董彩宏女士

董事会秘书：宋建玲女士

副总经理：董彩宏女士、王永先生、任月吉先生、宋建玲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董事会秘书

宋建玲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附件1：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

张成锁，男，1958年9月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7月至2000年1

月就职于石家庄电业局调度所；2000年2月组织创立科林电气， 自公司设立至2014年8月担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2014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从整体层面负责公司的各项事务。 张成锁先生现任河北省人

大代表和石家庄市人大代表，曾获得“河北省政府质量奖个人奖” 、“河北省政府” 优秀民营企业家、“河

北省政府‘巨人计划’领军人才”等称号。

李砚如，男，195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7月至2000年1月就职于石家庄电

业局调度所；2000年2月参与创立科林电气，自公司设立至2014年8月担任董事、副总经理；2014年8月至

2017年9月，任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国际部的管理工作；2014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屈国旺，男，1969年9月出生，本科，正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2年7月至2000

年1月就职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2000年加入公司，至2014年8月历任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等职务，主要从事产品的软、硬件设计及技术管理工作；2014年8月至2018年6月任公司财务

总监；2014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工作。 屈国旺先生曾获得“石家庄市

第四届科技领军人物”称号，现任河北省电工技术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为JB/T10667《电能表用微

型电压互感器》行业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获得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

董彩宏，女，1966年10月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7月至2000年

1月就职于河北省冶金设计研究院；2000年2月加入公司，至2014年8月历任公司监事、董事、副总经理等

职务；2014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8年6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主要负责财务中心、人

力资源部的管理工作。 现任石家庄市鹿泉区政协常委。

二、独立董事

姜齐荣，男，1968年7月出生，博士研究生，教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

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主要从事电力系统分析与控制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为电力系统柔性交

直流输电技术、新能源发电技术、微电网与现代电能质量分析与控制。现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

技术系教授。 2019年7月至今任北京市九州风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12月至今任北京殷

图网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9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张宏亮，男，1974年10月出生，博士研究生，教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7年7月至2001年

7月，担任河北葆祥进出口集团公司会计主管；2007年7月至2009年10月，担任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讲师；

2009年11月至2018年10月，担任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副教授；2018年11月至今，担任北京工商大学商学

院教授；2018年8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邓路，男，1979年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访问学者，主要任职情况如下：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会计系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航深圳研究院副院长，2013年入选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 (后备) 人才；

2016年12月至今，担任上海艾融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6月至今，担任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7月至今，担任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2：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一、非职工监事

邱士勇，男，1969年8月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7月至2000年1

月就职于石家庄飞机制造厂；2000年2月加入公司，2014年8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楠，男，1987年2月出生，本科，中级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5年4月至2016年9月

就职于河北御芝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任会计，负责财务核算工作；2016年10月至今，任本公司会计，

负责税务核算工作。

二、职工监事

冯东泽，198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年5月加入公司，至2014年8月历

任生产技术部技术员、生产调度员、用电质检部副经理、人力资源部培训专责、质量控制部副主任，现任人

力资源部副主任；2014年8月至今，任公司职工监事。

附件3：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屈国旺，请参见附件1，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部分。

董彩宏，请参见附件1，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部分。

王永，男，1969年12月出生，大专，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7月至2007年1月就职于保定

电力修造厂绝缘子分厂，历任工程师、科长、副厂长；2007年1月加入公司，至2014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

经理。

任月吉，男，1963年2月出生，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3年7月至2000年2月任河北省

科学院自动化所副研究员；2000年2月加入公司，历任项目经理、用电事业部总经理。 2014年8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并兼任电力设计院执行董事。任月吉先生主要从事电力系统用电装置的研发及技术工作，

具有正高级工程师职称，是河北省“三三三” 人才，现任河北省计量协会副会长，为《6kV~35kV直接介

入式电能表》国家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主持多项智能电网用电产品研发工作，是“一种IC卡预付费控制

装置” 、“一种带保护功能的用电预付费远程控制装置”等4项实用新型专利的主要开发者及发明人。

宋建玲，女，1975年9月出生，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0年5月加入公司，历任出纳、财

务部经理，负责公司财务核算等工作；2009年12月起任发展部经理，主要负责公司投融资及项目管理工

作；2011年9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4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主要负责公司证券

部工作。

宋建玲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或“保荐机构” ）作为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龙汽车” 或“上市公司” ）2018年度非公开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办法》”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持续督导工作

指引》的相关规定，开展金龙汽车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为2020年2月18日至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8月29日，金龙汽车公告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2020年半年度度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

降50%以上且净利润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兴业证券于2020年9

月9日对金龙汽车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 现将本次专项现场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于2020年9月9日对金龙汽车进行了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人员为黄实彪、吕文君。

在现场检查过程中，结合金龙汽车的实际情况，现场检查人员与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沟通交流，并要求公司提供相关文件和资料，了解金龙汽车2020年半年度的经营状况、财务

情况，对2020年半年度金龙汽车净利润为负及下滑的原因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金龙汽车2020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半年度 2019年半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一、营业总收入 571,108.25 731,706.71 -160,598.46 -21.95%

其中：营业收入 571,108.25 731,706.71 -160,598.46 -21.95%

二、营业总成本 603,937.63 734,974.91 -131,037.28 -17.83%

其中：营业成本 517,630.21 645,763.71 -128,133.50 -19.84%

税金及附加 3,797.19 4,111.59 -314.41 -7.65%

销售费用 34,327.16 35,415.88 -1,088.73 -3.07%

管理费用 18,333.52 21,207.91 -2,874.39 -13.55%

研发费用 29,848.63 24,580.43 5,268.20 21.43%

财务费用 0.93 3,895.38 -3,894.45 -99.98%

加：其他收益 5,618.42 4,326.32 1,292.11 29.87%

投资收益 2,361.20 5,490.58 -3,129.38 -57.0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52.76 -320.63 -532.14 165.97%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5,165.29 -3,460.76 -1,704.53 49.2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0,953.89 4,284.32 -35,238.21 -822.4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0,802.46 5,646.85 -36,449.31 -645.4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0,788.85 5,238.64 -36,027.50 -687.7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69.05 5,259.36 -27,028.40 -513.91%

三、金龙汽车2020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1、客车销量下滑导致毛利下降

2020年1月以来，国内外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叠加国内外居民商务和出行活动减少、往年新

能源客车提前消费等因素导致客车订单量下降， 因此2020年1-6月金龙汽车客车销量较2019年半年度

同比下降23.65%。 其中单价较高的大中型客车销量较2019年半年度同比下降36.58%， 导致金龙汽车

2020年半年度收入下滑、单车固定成本提高、公司整体毛利下降，从而营业利润下滑。

2、研发费用较2019年同期有所增加

2020年1-6月，发行人研发费用较2019年同期增加5,268.20万元。 主要原因为发行人增加投入研发

前置新海狮产品、 校车项目和国六排放客车开发等项目， 相应产品开发试验费较2019年同期有较大增

长。

3、投资收益较2019年同期有所减少

2019年1-6月，金龙汽车因对外转让子公司厦门福龙联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取得投资收

益4,673.47万元，2020年无该项投资收益，导致2020年1-6月投资收益较2019年同期有所减少。

4、信用减值损失较2019年同期有所增加

2019年1-6月， 金龙汽车存在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予以转回的情形， 相应2020年

1-6月金龙汽车转回金额较少。 因此，金龙汽车2020年1-6月的信用减值损失较2019年同期有所增长。

四、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上市公司应当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实际情况合理制定经营策略， 加强经营管理， 防范经营风

险，并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五、是否存在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的规定，保荐机构需要对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亏

损或者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滑50%以上情形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报告应当上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

除此之外，本次现场检查未发现金龙汽车存在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六、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针对本次专项现场检查，上市公司能够按照保荐机构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配合保荐

机构的核查工作。 本次现场检查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

七、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 上市公司2020年1-6月营业利润比2019年同期下降50%以上且净利润为负主要是

受客车销量下滑、研发投入增加、投资收益减少和信用减值损失增加等因素影响。

对于公司未来的经营情况，上市公司已在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宏观环境风险、新能源客车政策变化的

风险、客运市场风险等风险事项。 保荐机构将秉持勤勉尽责的态度，进行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并

督促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以下无正文）（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金龙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黄实彪 李蔚岚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1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20-158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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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等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1,649.62亿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进展情况

经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公司于近日签署的对外担保

协议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本金/担保标的

（亿元）

融资机构/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公司、廊坊京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京 御 地

产” ）、 大厂华夏幸

福基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4.9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公司提供无限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京御地产提供质

押担保；大厂华夏

幸福基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提

供抵押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2

华夏幸福(中山 )产业新

城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 4

广东粤澳合作发展基

金（有限合伙）

连带责任保证 同上

3

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九通投

资” ）

公司、怀来鼎兴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10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公司提供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怀来鼎兴

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提供应收账款

质押担保

同上

4

京御地产等127家全资

子公司

公司 10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家庄分行

最高额连带责任

保证

同上

5 九通投资 公司 10

西安戊休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流

动性支持

同上

6 九通投资 公司 10

九通投资在北京金融

资产交易所备案发行

的债权融资计划的持

有人

无条件的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

同上

7

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等 37家子

公司

公司 3.4

深圳前海联捷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承担差额补足义

务

同上

8

大厂回族自治县裕坤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 9.5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唐山分行

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同上

9 京御地产 公司

就好臻投资向京御地产子公司舒

城裕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交易签署的所有合同等文件中京

御地产应向好臻投资履行的所有

义务及支付的违约金等

上海好臻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简称“好臻投

资” ）

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及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注： 上表第4项和第7项担保中，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授权的子公司， 且该等子公司均包含在公司

2020-087号《华夏幸福关于公司2020年下半年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中披露的被担保公司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与公司

的关联

关系

1

三浦威特园

区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50,000

园区产业服务； 招商代理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与管理；供热投资；污水处理；

房屋租赁；农副产品销售；餐饮

服务；场地租赁；广告制作。

40,505,583,

043.84

12,909,732,

354.52

1,261,273,

196.12

-86,876,593.32

全资子

公司

2

华 夏 幸 福

(中山 ) 产业

新城投资有

限公司

50,000

产业新城项目投资；园区投资建

设与运营管理； 市场营销策划；

企业管理咨询， 自有房屋租赁；

企业孵化服务；广告设计、制作、

代理及发布；酒店管理；企业管

理信息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2,376,136,325.95 926,895,630.56 9,042,535.42 -25,219,338.98

控股子

公司

3

九通基业投

资有限公司

309,000

对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施工。

153,513,881,

827.25

29,356,896,

587.01

375,400,984.00 144,847,467.62

全资子

公司

4

大厂回族自

治县裕坤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5,

380.5954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工业厂房开

发与经营 （凭资质证经营）；自

有房屋租赁。

1,054,280,831.07

1,052,409,

621.62

0 -1,394,335.26

控股子

公司

5

廊坊京御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70,000

房地产开发、楼房销售、工业厂

房开发与经营、工程咨询（凭资

质证经营）； 自有房屋租赁；土

地整理；招商代理服务。

155,991,171,

611.36

10,663,825,

613.60

1,460,338,

903.77

-233,078,

787.91

全资子

公司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被担保公司单体数据，总资产及净资产为被担保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数据，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为被担保公司2020年1月至6月数据。

三、担保预计使用情况

经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批准自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公司为下属

子公司提供、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及下属子公司相互间提供总额不超过400亿元的担保。 上述额度使

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授权情况 已使用额度 剩余额度

对公司各级全资子公司担保总额不超过300 74.72 225.28

对公司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担保总额不超过100 15.83 84.17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649.62亿元，其中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

司或全资、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644.1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500.36亿元的328.60%；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5.44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00.36亿元的1.09%。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3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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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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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99,1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穆建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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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692,632 99.9940 6,500 0.0060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小英、常少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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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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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2日

股票代码：600690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公告编号：临2020-065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上市申请并刊发申请版本资料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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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及公司通过境

外全资子公司已发行的可交换债券变更为H股可转换债券（即EB转CB方案，以下简称“发行H股可转

债” ）方案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批准，并已于2020年9月10日就本次发行上市及发行H股

可转债申请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2398号）。 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

公告。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及发行H股可转债的安排，公司已于2020年9月10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上市申

请，并于2020年9月10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版本资料集。 需注意的是，该申

请版本资料集为草拟版本，其所载资料并不完整，且可能会作出重大变动。 为使A股及D股投资者及时了

解该申请版本资料集披露的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该申请版本资料集可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以下网址进

行查阅：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0/102604/documents/sehk20091001450_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0/102604/documents/sehk20091001451.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公司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及发行H

股可转债的相关信息而作出。 本公告以及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版本资料集不构成也不得被视

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及H股可转债的要约或

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及发行H股可转债以公司私有化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

电器” ）方案生效为先决条件，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百慕大最高法院等相关政府机构、监

管机构的核准、同意和/或备案，以及海尔电器根据百慕大最高法院指令召开的计划股东会议、海尔电器

特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等条件的达成，该等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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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进展

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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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31日，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潞安集团）与潞安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化工集团）签署了《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根据协议，

潞安集团将其持有的潞安环能1,849,132,112股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81%）

全部无偿划转至潞安化工集团。

●2020年9月1日，公司披露了《潞安环能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0-028）。

●2020年9月3日，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披露要求，潞安化工集团公告了《山西潞安

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股权划转概述

本次股权划转系潞安化工集团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取得潞安集团持有的潞安环能61.81%股权。

本次股权划转前，潞安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省国资委）。 公司与潞安集团、山西省国资委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

所示：

本次股权划转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潞安集团变更为潞安化工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然为山西

省国资委。 公司与潞安化工集团、山西省国资委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股权划转进展情况

目前，本次股权划转正按工作计划积极推进。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积极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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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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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20年9月11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9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董事。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乌镇

旅游与桐乡市乌镇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续签管理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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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补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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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辽宁省财政厅下发的《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辽财指经

〔2019〕629�号）的通知，公司控股子公司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丹东黄海” ）于近

日收到丹东市财政局转支付的2020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1000万元，用于2017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补贴清算。

本次收到的款项将直接冲减应收账款，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该项

资金的取得有利于改善丹东黄海的现金流，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1日


